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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第二個世紀新服務平台
甘乃迪總統說：「改變是生命的規律。而只知過去或
現在的人肯定會錯過未來」。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我還是年輕時，風起雲湧，變亂紛
乘。我們必須要接受變並且學懂處理無可避免的變
數。在我來說我喜歡沿着正確方向改變。我們需要以
積極的方式改變這個世界。
國際獅子會正在朝着一個方向改變 － 我們正在推行
一個新的服務平台。我們將重點放在糖尿病工作，原
因是糖尿病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在迅速增長為
患；獅子會員必需提高意識，並擴大篩查和治療方案。
我們也將加強環保工作，這對年輕的獅子會和青少獅
來說非常重要。我們將為清潔的水和空氣工作，更好
的衛生和更天然的能源。至於視力方面，除了幫助盲
人和繼續建立眼科診所和醫院外，我們還將幫助患有
視力障礙者。我們將增加對兒童的眼睛篩查，並投入
更多的資源來應付日益增加的問題，如黃斑病變，糖
尿病視網膜病變和青光眼。
我們依然關注過去的服務範疇，我們還是幫助盲人，
支持青少年，讓各屬會繼續現有的服務。日後獅子會
除了專注於視力服務，我們將致力控制糖尿病，解決
兒童癌症，保護環境和遏制飢餓。這五個領域代表著
我們新的全球服務框架。
我們將來服務中共同的目標將是支持年輕一代。我們
特別針對兒科癌症，原因是在一些國家的兒科癌症存
活率低至10％，情况着實可悲。
經過與獅子會的大量研究和諮詢，我們選擇了上述的
全球服務框架，因為我們相信我們新的框架符合獅子
會的利益和能力。
我們訂立了目標在2021年前每年為兩億人提供服
務。這是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將目前的人道主義服
務範疇提高了三倍。但是我們知道，在過去獅子會被
要求達成目標的時候，他們必定超額完成。
世界正在迅速變化。獅子會將重新定位以更新的承諾
來應付未來變化，以滿足世界需要。我們二十世紀的
服務將大大擴大我們的範圍和規模，確保獅友在所有
服務團體中保持最崇高的地位。
(譯：何桂明獅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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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何桂明獅姐)

跨越邊界打擊貧困
雖然印度是世界發展最快的經濟體之一，但估計有

些人選擇購買縫紉機，以便他們能夠憑裁縫技術找

50％的印度人缺乏適當的住房，絕大多數人口沒有

到固定的工作。其他人則開小店，在他們的社區出

獲得適當的衛生設施或接受中學教育機會。愛爾蘭

售小吃和冷飲。所有這些選擇使婦女能夠更加獨

的獅友正與印度的獅友們合作，協助農村的窮人幫

立，既可養活他們的子女，更能負擔教育費用。

助自己。
獅子會參與過程的每一步，從審查貸款申請到分發
愛爾蘭106區的獅友與印度的324 A4 區“Arni Silk

支票。兩國獅子會共同成立諮詢委員會，提供財務

City”獅友合作，幫助婦女打破貧困的惡性循環。

監督，組織活動提高公眾意識，甚至培訓受益人學

他們共同成功申請了獅子會國際基金會（LCIF）

習制定財政預算。

提供的5萬美元「Core 4」資助，用於為單身或喪
偶的母親提供微型企業計劃。LCIF認為，那些生

莫拉納姆村的貧困寡婦盧爾杜·瑪麗（Lourdu

活在或低於貧窮線的人，他們技能和資本有限，但

Mary）和兩個孩子一起住在一個沒有電力或適當

假如他們希望改善現有的情況，微型企業可以為他

衛生設施的小屋裡，日間在田野裏工作。她收到了

們提昇經濟環境。

微型企業貸款後買了一頭牛，賣牛奶的收入可以購
買食物，賣牛的糞便作燃料所得幫助她滿足家庭每

獅友正在與愛爾蘭的非營利組織Nandri和印度的

天的基本需求。

“兒童援助信託”
（CAT）合作，向單身和喪偶的
母親提供微型企業貸款。大多數參加這計劃的婦女

自2014年推行微型企業貸款以來，LCIF在印度，

都是文盲，通過卑賤勞力工作來支持他們的家庭。

斯里蘭卡、尼泊爾、愛爾蘭和肯尼亞等地共資助

他們隸屬Dalit族群，是印度最低的社會階層。婦女

了六個項目，總額達475,000美元。已經發放了

被剝奪獲得傳統信貸或借款權利。

1,200多筆貸款。

婦女將獲得貸款25,000盧比（約合366美元），他

有關LCIF的微型企業贈款計劃的訊息，

們以1％的利率分二十五月償還。有些婦女用自己

請登入lcif.org。

的貸款購買一頭牛，他們的牛奶可以持續銷售。有

2 0 1 7 年3 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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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Official Notice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區
區年會2016-2017
2017年5月7日(星期日)
茲 通 告 ：根據區憲章第八條，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區二零一六

至二零一七年度區年會，謹定於2017年5月7日(星期日)下午2時正假座香港
嘉里酒店大禮堂舉行。各會之周年同人大會代表及候補代表有權出席並投票
通過或否決 有 關 事 項 。
區年會為本區獅子活動每年極重要項目之一，祈望各位獅兄、獅姐屆時與貴
會周年同人 大 會 代 表 及 候 補 代 表 ， 全 力 支 持 參 加 ， 以 示 表 揚 獅 子 精 神 。
時祺

耑此奉 達 。 並 頌
區年會主席
總 監 馮 妙 雲 獅姐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03 Hong Kong & Macao, China
ANNUAL DISTRICT CONVENTION
May 7, 2017 (Sunday)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pursuant to Article VIII of the District Constitution,
the Annual District Convention of District 303 – Hong Kong & Macao, China for the year
2016-2017 will be held at the Grand Ballroom, Kerry Hotel Hong Kong on Sunday,
May 7, 2017 at 2:00 p.m. Each Club’s delegate(s) and alternate (s) are entitled to
attend and vote on matters to be voted for.
In addition to each Club’s delegates and alternates, all Lion members are welcome to
attend this significant annual event in this Lionistic year to demonstrate your support
to Lionism.
Yours in Lionism,

DG Grace M. W. Fung

Chairperson, District Convention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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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的話

之(五)

馮妙雲 總監 2016-2017
堅信共融 邁向高峯 I 踏進新紀元 挑戰新高峯

這兩個月區會的活動及服務更進一步加強慶祝獅子運

修廠、露營等活動，並與恆藝愛心行動合作連續

動百週年，在這重要歷史時刻留下印記。

數個月派送食物給有需要的長者。整個計劃成效理
想，2017年3月11日於白石燒烤場舉行了閉幕禮及

創立新會，會員人數挑戰新高峰

分享會，參與的青年人都很投入此項計劃。

區會於4月份再有新屬會創立。香港國金獅子會於4月
17日獲國際總會批准創會，會員人數33人，成為303

• 青少年人生之旅

區第84個屬會，使區會總人數進一步上升至2160多

此項服務由第三分區統籌，於2017年3月4日及5日

人，繼續為303區的歷史創新紀錄。目前，陸續有獅

舉行，一共服務了超過300名中三至中四學生，以

友正在籌組新的屬會，他們熱心拓展獅子運動，希望

一系列模擬人生的實戰遊戲，幫助學童由青春期踏

凝聚更多人力及資源做更多的服務，預料未來數月將

入成年期及投入社會前，預先學習體會人生成長路

有更多新屬會成功創立，獅子服務邁向更高峰。

上將會面對之各式各樣挑戰及困難，提升正面人生
觀。本活動參與中學生320人，青獅150人，導師亦

服務多姿多釆迎接挑戰

有48人，整個活動參與人數超過 500人。

•「不留痕」郊野環保推廣運動
此項環保服務由第二分區統籌，並與香港童軍總會
合辦。過去數月舉行了一系列導師培訓，完成培訓
的青獅、大獅、童軍領袖約30多位，他們日後再繼
續宣揚「不留痕」的理念，全力將這環保訊息普及
化。整項服務剛於4月23日下午在西貢譚華正海上活
動中心舉行盛大的閉幕禮。當日上午還特別舉行海
陸清潔郊野大行動，以體驗「不留痕」的概念。
• 遠離毒品跳出健康之街舞比賽
•	青苗同攜手﹑送暖共勉之

此項服務由第三分區統籌，收到數十組參賽隊伍

這項服務由第四分區統籌，與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太

報名，總決賽已於2017年3月12日舉行，藉著今次

和青少年中心合作，主要為青年人提供培訓，特別

比賽活動，不但推廣及培育更多年青人對跳舞的興

是隱蔽青年，希望鼓勵他們多與人溝通，參與社會

趣，投放空閒時間到有益身心的消遣運動上，更用

服務，並自我增值，計劃及豐富自己的人生。服務

舞動的力量喚醒年青人遠離毒品的誘惑，提升其正

於2016年10月29日啟動，之後連續數個月，區會

面人生觀。活動參與人數超過300位年青人。

為青年人舉辦了一連串培訓、興趣班、參觀飛機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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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及青少年粵劇折子戲大賽

大連獅子會到訪

區會舉辦以兒童及青少年為對象的粵劇折子戲大

大連獅子會的領導及獅友於3月21-22日到訪303區，

賽，鼓勵青少年人發展演藝才能，並承傳廣州粵劇

本人及區職員在香港及澳門兩地接待一眾獅友，並與

的優秀文化。是項比賽獲粵劇發展基金資助，初賽

他們交流及分享獅務心德。

已於4月1日及2日在高山劇場舉行，參賽隊伍約30
多隊，他們雖然年紀輕，但唱腔及功架都十分出
色，絕對不能小覷。評判從眾多優秀隊伍中篩選了
兒童組及青少年組各5隊精英進入決賽，決賽由TVB
製作及拍攝，將於5月3日舉行，並於5月20日J2台
播放。請各位獅友密切留意，看那一隊能問鼎冠
軍。

獅子會盃賽事
今年度「獅子會盃」賽事已在4月17日在沙田馬場順
利舉行，獅友及嘉賓全場滿座，出席人數逾300人，
創歷年最高紀錄，愉快歡渡一個緊張刺激的復活節假
期！

區年會
每年一度的區年會將於5月7日在香港嘉里酒店舉行，
各項籌備工作已經就緒。有關來屆區領導的選舉，提
名委員會已經審核各參選人資格，並核定適合競選之
被提名候選人為：
-2 017-18年度總監候選人陳立德獅兄
-2 017-18年度第一副總監候選人郭美華獅姐
-2 017-18年度第二副總監候選人王恭浩獅兄
衷心感謝我的區職員團隊，各屬會會長及獅友熱心參
另外，議案委員會收到一份議案，內容關於出售區會

與及支持以上的服務及活動，在我們堅信共融的基礎

在旺景工業大廈的物業及購買其他合適物業，此議案

上，我們定能繼續邁向高峰，為區會、為全球獅子運

將於區年會提案表決。希望獅友踴躍出席區年會，參

動寫下光輝的歷史。感謝各位！

與這每年一度的重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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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中學

寶

教 育 Education

獅子會中學義賣嘉年華
馬山獅子會聯同獅子會中學於2017年2月19日(日)舉行了獅
子會中學義賣嘉年華，活動目的希望做到：環保惜物，發

揮年青人的領導才華等。開幕禮承蒙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第一
副總監陳立德獅兄及第二副總監郭美華獅姐蒞臨主禮。同時感謝各
獅友、屬會嘉賓的光臨，活動成功舉行，共籌得港幣21,520元。
另外獲得香港寶馬山獅子會贊助港幣12,000元，主席陳振中獅兄捐
出港幣2,000元。家長教師會及學生會贊助港幣8,000元。連同早
前的休閒服日籌得港幣13,810元。整項活動累計籌得港幣57,330
元。主要用於支持學生考試費用及「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計劃。
活動得以順利舉行，感謝各位獅兄、獅姐的鼎力支持。

「夢想啟航」中六級最後上課日
愛與關懷

成就夢想

3月10日中六級最後上課日，校監、校長、家長及全校師生聚首一
堂參加「夢想啟航」活動。這活動讓中六同學有機會和師長相聚，
表達感激之情，也可提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回望→感恩→夢想→祝福
學校教育為同學打下終身學習的基礎，六年轉眼便過，中六同學回
想過去，展望將來，在全校師生的祝褔下，大家在氫氣球許願，訂
立目標，向夢想進發。在校監、校長的帶領下，300個氣球同時升
空，場面壯觀感人。中一至中五級的同學在旁見證，一同感受中六
同學的激情，引發學生們對自己高中生涯的期待。

銀綫灣獅子會捐款港幣20,000元予獅子會中學
銀綫灣獅子會於2017年3月30日(四)捐贈港幣20,000元予獅子會中
學作為獎勵學生學術表現及支持龍獅隊添置物資之用。
事 緣 銀 綫灣 獅 子 會 於 2 0 1 6 年 1 2 月 4 日 ( 日 ) 於 學 校 舉 辦 《 健 康 ， 我

話事》嘉年華會．千人共創「經絡拍打操世界紀錄」。當日盛況

空前，同時有1,051人參與的「千人經絡拍打操」成功創下世界紀
錄。獅子會中學師生齊手支持是項活動，得到銀綫灣獅子會的欣賞
及支持。
2 017年3月30日(日)上午，鮑少群獅姐代表會長到校送贈支票，並
由林日豐校長代表接收。全體師生表示衷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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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2016-2017年度上學期頒獎典禮暨支票移交儀式

本

校於2017年2月25日（星期六）舉行上學
期頒獎典禮，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
2016-2017年度馮妙雲總監擔任主禮嘉賓，同時得
到多位嘉賓、過百位家長撥冗蒞臨，使典禮生色不
少。
梁麗貞校監於典禮上致歡迎詞，她感謝方鐵鋒校
董捐款10萬圓為獅子會校園電視台冠名；羅詠逑
副校監捐款8萬圓為教員室B冠名；何德心副校監
捐款5萬圓為家長教師會資源室冠名；張麗華校董
捐款3萬圓為303輔導室冠名。梁校監讚揚馮妙雲
總監「堅信共容，邁向高峰」的理念，秉承「我

一眾獅兄、獅姐蒞臨本校，為典禮增添光彩

們服務」的
宗旨，服務
社會上有需
要的人士。
馮妙雲總監
亦在典禮上
讚賞本校學
生不論在品
格、學業及
國術隊的醒獅表演為現場牽起熱烈氣氛
課外活動等
方面都有均衡的發展，在各項校內及校外比賽中屢
獲殊榮。其中她特別稱讚管樂團成員對演奏的樂曲
掌握透徹，旋律優美。
進行支票移交儀式之後，再頒發上學期各獎項。而
精彩的表演節目隨即開始，包括在校際舞蹈節比
賽中奪得甲級獎的中國舞表演、於校際朗誦節奪得
優異成績的學生進行朗誦表演、管樂團演奏以及國
術隊的武術及醒獅表演等等，同學的精彩演出使一
眾嘉賓為之讚嘆，頒獎典禮在歡樂的氣氛中圓滿結
束。

獅小學生文武兼備 科學國術盡顯才華
本校配合教育局「推行STEM教育 - 發揮創意潛
能」，致力推行STEM課程，除了課程滲入STEM
元素，亦給予同學實踐與參賽的機會，讓學生挑戰
自我。本校派出資優小組「科學小博士」成員參加
香港電子科技教育學會舉辦的太陽能模型車大賽。
同學自行搜集環保物料及模型車零件，再以大會提
供的太陽能電磁板及摩打，在本校老師指導下，設
計及製作模型車。在2016年11月5日比賽當天，同
學設計的太陽能模型車成功繞賽道行走一圈，通過
預賽，進入決賽，最後獲得評委的青睞，贏得小學
組最佳設計一等獎。
另外，本校五年級學生早前於12月17日參加天主
教培聖中學舉辦
的「爬山車工作
坊」後，參加1
月21日舉辦的
元朗區小科技大
賽，一眾小五學
生動巧思，發揮
創意，設計「環
廖澤恩及鄧匡佑同學在太陽能模型車比
保電動避震爬山
賽中贏得小學組最佳設計一等獎

車」，在速度賽中贏得優異獎。
本校除了注重學術的培育
外，同時發展學生多元智
能，培育各方面的人才。本
校國術隊精英參加全港性比
賽和國際性的比賽中，橫掃
多個獎項，屢獲佳績，實在
可喜可賀。我校學生在全港
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中，獲
得長器械一等獎和套拳一等
獎。另外，在蔡子佛同門獅
藝功夫群英會中，同學亦
喜獲長器械金獎、銀獎及
套拳銀獎。再者，在首屆
國際(佛山)蔡李佛功夫賽中
國術隊成員更摘下拳術金
獎、長器械金獎和長器械
決賽第五名。最後，在屯
門區功夫群英會中，我校
學生亦贏得套拳亞軍及長
器械季軍。

葉學鵬同學帶着自製的
「環保電動避震爬山車」
上陣

郭采希同學於國術比賽中
展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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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區屬會服務地標 (一)
香島獅子會 Lions Club of Bayview :
在1970年6月3日捐贈一整座冷藏設備予香港仔黃竹坑惠福道2 號的聖瑪利安老院。
Donated full cold storage equipment to St. Mary’s Home for the aged (established March 1959)
at Aberdeen, Hong Kong.

半山獅子會 Lions Club of Mid-Levels :
從2009年第一個在天水圍成立的書包圖書角後，在2013至14年，夥拍香港明愛在旗下筲箕灣、屯門、
香港仔及東頭家庭綜合服務中心展開閱讀行動之「悅書會」服務計劃，鼓勵親子閱讀，讓年幼學童感受
一書在手，享受閱讀之悠遊樂趣，從而培養終生閱讀的良好習慣。
From the 1st Book Bag Library setup at Tin Shui Wai in 2009, a joint project Reading Action
Program "Read with me" with Caritas Hong Kong, Book Bag Library was setup at Shau Kei Wan,
Tuen Mun, Aberdeen & Tung Tau Caritas Integrated Service Center from 2013 to 14 to promote
fun and good habit of reading. More details are listed below:

(1) 天水圍 Tin Shui Wai


20 March & April 2017

 址:香港新界區天水圍天瑞邨瑞龍樓地下
地
立館日期: 2009年3月14日

District 303 news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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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筲箕灣 Shau Kei Wan

 址:香港港島區筲箕灣愛秩序灣道15號愛秩序灣綜合大樓2樓
地
立館日期: 2013年4月13日

(3) 屯門 Tuen Mun

 址:香港新界區屯門良景邨良俊樓地下1-5號
地
立館日期: 2013年9月28日

(4) 香港仔 Aberdeen

地址:香港港島南區香港仔田灣街20號
立館日期: 2013年12月7日

資料搜集整理：香港北區獅子會創會會長, 馬祥發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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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Special Articles

《PEBBLES》
Welcome - LION JOHNNY BALBO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On the Occasion of Lions Balbo's Visit to Hong Kong, December 6-8, 1974)

熱烈歡迎
國際會長 莊尼˙包博
(1974年12月6-8日包博會長訪問香港)
(原載”PEBBLES”第100-103頁,作者潘光迥前國際理事)

甚少在位的國際會長，在任內會探訪同一區會兩次。

領，指導我們。這次光臨，他可以會見整個東南

但香港在1974年，卻罕有地得到這份喜出望外的待

亞地域內所有區會領袖: 台灣、菲律賓、日本、

遇。實際上，領導人欣然賞面，必定事出有因。

星加坡、馬來西亞、韓國、泰國、越南、當然還
有香港。

以 下數行文字，就是想找出我們得到厚待的原因而

2. 國際會長在就職演詞的字句中，已經披露了他的

寫。在舉世獅子會家庭中，國際會長，日理萬機，

全新重點和哲學理念：“獅子會...傳承和奮鬥才

最為忙碌。他馬不停蹄，訪問各地，鼓勵和指導

可成就明天”。他親自帶來這個信念，並爭取亞

獅子運動的發展。要他在一年任期內遍訪146個國

洲區的會員支持此信念。第十三屆大會的回應就

家地區內的27,586個分會，與1,061,855位會員見

是採用：“從獅子會走向關心社會”作為大會主

面，真是談何容易。但是，303區的600位獅友卻

題。

有幸看見他兩次。他們難免覺得十分幸運，而且甚

3. 國際會長親臨，應該是肯定和讚賞亞洲獅子運動

有面子。但千萬不要誤以為人世間的好事是理所當

的蓬勃發展。更意味著他的祝福和鼓勵。日本

然。能夠如此，定有緣故。

獅子分會的高速成長率是首屈一指的成就。事實
上，日本獅友也榮膺這次會議最高出席人數。可

有 些原因，不論理由充足與否，可以無需理會。例

以預期，亞洲獅子會的分會和會員數目必定持續

如香港十二月的天氣是年中最佳，但應與氣候無

增長。而亞洲如何能達至質量並重的興盛，各方

關。雖然香港一應俱全，包羅萬有，舉世知名，但

將全神貫注，拭目以待。

不應該是因為美食或購物吧。香港在其他獅子會同
儕中，土地面積最小，會員人數，更不足道。

我們衷心，歡迎國際會長和他的夫人安妮(Ann)。
我們懸掛宣傳標語於高牆，令會眾更容易明白瞭解

究 竟是什麼促使國際會長考慮，並決定兩次不惜長

會長的想法。我們希望大會能夠獲得高遠和宏偉的

途拔涉，風塵僕僕，實在令全體會員感到耐人尋

成就，才對得起國際會長和夫人用心良苦的支持

味。我們或者可找到三種充份理由:

贊助。這樣，我們最尊敬的伉儷，雖然難免壓力重

1. 國 際 會 長 是 應 第 十 三 屆 東 南 獅 子 大 會 邀 請 來 帶

重，仍可享受陣陣友誼和歡呼。

香港北區獅子會創會會長
馬祥發敬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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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Articles

特 稿

《PEBBLES》
Wanted – A Program Coordinator
(February, 1975)

尋找 — 節目協調員
(1975年2月)
(原載 "PEBBLES" 第105-107頁，作者潘光迥前國際理事)

國際獅子總會303區在本月底，將擁有13個分會。
假設每個月舉行2次會議，每年共舉行312次例
會！這意味著在海港兩邊，共舉行312場各別獨立
的節目，也涉及了相同數目的演講嘉賓。
我 們的分會如何去找到312位頂尖演講嘉賓，又無
需恐怕彼此重覆或互相爭奪？
香港地少，面臨人口爆炸，而公共意識似有若無。
上一次市政局的投票者數目，如果用作參考提示，
即意味香港關心公共的“熱心人”祇有8,675人。
我們有理由假定，潛在的演講人選，應來自這珍貴
少數。這就難免出現一個嚴重問題。
優秀演講者，學識豐富之士，在任何社會都十分難
得。香港並無例外。當前，如果期望從我們傑出市
民或者重要人物中得到312篇演說，的確有高度困
難。沒有謹慎細密準備，後果會變得不堪想像:
a. 同一講者，反覆同一講詞多次。
b. 演講者的信譽或專業類形，容易來自相同或類
似階層。
c. 前後不同演講者的利益、觀點和理據，會產生
出入或矛盾。
d. 傳播媒介分身不暇，難以出席採訪所有會議。

e. 公眾對獅子會的整體一致和組識能力，可能產
生困惑迷惘。
f. 社會和政治的範疇和傾向難以調控。
g. 分會難以協調，導致重覆發出邀請，令演講嘉
賓產生混淆尷尬。
h. 有識見的演講者，或會卻步，難以羅致。
為使獅子會的安排能夠完整有序，應以區會名義加
設一位節目協調員職位，其職責應該是：
(1) 可以及早為分會商議和協調演講者。
(2) 協助分會策劃節目。
(3) 會議之後，紀錄在冊，包括有關講者、日期、
場合、主題、演說內容和回應者。
(4) 留意關注演講者在其他本港民間和公共服務社
團亮相的資料情況。
(5) 應與區會的公共關係和社會服務委員會一同協
作。
無庸多言，節目協調員的功能祇限提供意見，備作
諮詢。必須在所有分會節制下工作，目標就是謀
求在會與會之間，取得節目策劃的平衡和效率。宣
揚獅子會，包括社會服務和社區關懷，完整劃一之
獨到見地，高尚動機和始終一貫之目標，也包括在
內。

香港北區獅子會創會會長
馬祥發敬譯

迎新篇 New Members
Lions Club of The New Territories 香港新界獅子會
姓  名 ： 鄭 展 強 獅 兄
    Lion Cheng Chin Keung
職  業 ： 會計界            
保舉 獅 友 ： 陳 燁 志 獅 兄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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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三 區 區 會 訊 息 District 303 news update

『洗 腎 救 人 獅 子行』慈善步行籌款活動

中

心已於2017年1月15日（星期日）舉辦了『洗腎救人獅子行』慈善步行籌款活動，當日出席人數
約有700人，早上雖然短暫微微細雨，幸好隨後逐漸放晴。起步儀式於上午10時正假沙田城門河

龍舟亭舉行，籌委會主席呂有琪獅兄、董事局主席何錦程獅兄及義務執行總幹事張新村醫生陪同主禮嘉
賓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陳肇始教授太平紳士、醫院管理局聯網服務總監張偉麟醫生太平紳士及馮妙雲總
監主持起步儀式，其他嘉賓包括前總監馮炳壽獅兄、第一副總監陳立德獅兄及第二副總監郭美華獅姐等。

主禮嘉賓：陳肇始教授太平紳士(左)致送紀念品予籌委會主席
呂有琪獅兄

左起：張振雄獅兄、李任基獅兄、方鐵鋒獅兄、陳立德獅兄、
陳肇始教授、何錦程主席、呂有琪獅兄、張偉麟醫生、馮妙雲
總監、張新村醫生、劉可澄獅姐、丘小燕女士、陳延邦獅兄、
郭美華獅姐及黃啓縉獅兄

是次步行路線於沙田城門河繞行一周，全程約4公里，步畢全程需60分鐘。隨後乘坐大會提供之旅遊巴士
前往元朗百樂生命之園享用豐富的盆菜宴，筵開60多席，小朋友除有機會與動物玩遊戲外，還設幸運大
抽獎，節目非常緊湊。
是次活動之成功，多謝籌委會成員悉心策劃，感謝各善長、獅友、機構、團體之鼎力支持，軍事遺蹟保
育團、香港交通安全隊、醫療輔助隊之協助，再一次感謝各位熱心人士參加是次步行籌款活動。

午宴於元朗百樂生命之園舉行，筵開60多席

24 March & April 2017

午宴時餘慶節目包括幸運大抽獎，籌委會主席呂有琪伉儷(左三
及四)及司儀黃子瑜獅姐(左一)及江昕博士(右一)與各得獎幸運
兒合照

主會
香港 獅Hong子 會Kong
(Host)

會長
何健成

Editor
Robyn Searl

Leo Project with Autistic Adolescents

P

resident Pitta Ho, Lions Patrick Chan, Danny Li and Robyn Searl attended the Leo project on 10th
December 2016 at the Society for the Welfare of the Autistic Persons at Shek Kip Mei Estate. DG Lion
Grace Fung and 1st VDG Lion Douglas Chan also officiated at the ceremony. The project was a meaningful
event providing participants with the chance to make a beautiful flower arrangement and the members of the
centre were also able to take home craft gifts to their families.

Liver Buddy Project
Lions Club Central and (Host) participated in the annual Liver
Buddy Christmas Party on 17th December 2016 at the Queen Mary
Hospital. Lion Andrew Lau reprised his role as Santa Claus to the
delight of the children at the party. The children in the wards were
presented gifts by Santa and his helpers. Nine Host club members
were able to join the festivities on the day.

Cheque Presentation
to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Ho Tak Sum Primary School
President Pitta Ho and Lion Kenneth Yam presented a cheque
of $15,000 to Principal Chan Wai Ping and the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on 20th December 2016 to support the provision
of spectacles needed by the students. They had been assessed
at a previous eye screening service project on November 5th and
over 200 primary students benefitted from the project.

DG Lion Grace Fung Visit
DG Lion Grace Fung visited the Host Club during the board meeting on February 16th 2017. Also in
attendance were Second VDG candidate, Lion Alexander Wong accompanied by his Campaign Manager Lion
Davy Yuen. They both presented their vision for Lions District 303.

Lions Walk
The Lions Walk was held on 14th January 2017. President Pitta Ho and
Lions Patrick Li, Mehul Tanna and Robyn Searl were able to take part in
what was a cool and pleasant walk near the harbour in Hung Hom.

Second District Joint Dinner Meeting
The 2nd Lions District Joint Dinner Meeting was held on 20 February 2017
at the HKCEC.
President Pitta Ho, Lions Patrick Chan, Patrick Li, Simon Ho, Kenneth
Yam and Chapmun Wong were able to join the dinner that evening.
Congratulations to Lion Chapmun Wong who underwent his investiture as
a new member.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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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九龍 獅Kowloon

O

會長
鄧忠華

資訊委員
馮寶欣

n February 5, 2017 Lions

traditional Chinese tea ceremony

a basketball match with the

Club of Kowloon and Leo

and served us tea. While a

students, Leo IPP Judy taught

Club of Kowloon visited the

couple of Lions members

students how to make sweet

Christian Zheng Sheng College.

and some Leos were having

Chinese dumplings (湯圓).

This was our club's second
service for the school and
the day was blessed with fine
weather. We donated food to
the school, ate with the students
who prepared our lunch and
they told us their past and future
aspirations. In the afternoon, a
few students demonstrated a

Lions Club of Kowloon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heartiest congratulations to our Past President Lion
John for his excellent achievement by sponso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rimary school in mainland China.

We celebrated the birthday of Lion Stephen Ng during the month
of January. We would like to wish him good health and happiness
forever!
The 17th Lions International Youth Exchange Camp Essay
Competition held its Final Competition and Award Ceremony
February 18th, 2017. Lion Fanny and Lion Erica represented our Club
to receive the 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because our Club had been
a Board Member for many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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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半島 獅Peninsula

會長
溫錦泰

資訊委員
蔡百泰

服務活動 何文田路德會香港半島獅子會銀禧紀念長者中心慶賀團年

由

香港半島獅子會捐建之
何文田路德會香港半島
獅子會半島銀禧紀念長者中
心，於2017年1月19日晚上
6時正假九龍紅磡京都宴會廳

舉行團年晚餐，本會贊助禮品
助興。出席獅兄包括溫錦泰會
長、第一副會長鄭嘉源獅兄、
義務秘書周健忠獅兄、義務司
庫陳慶添獅兄、總務邱偉強獅

兄、糾察殷志權獅兄、前會長
麥詠光獅兄、前會長陳瑞龍獅
兄、前會長洪响堂獅兄、前會
長丘文興獅兄等出席祝賀。

聯誼活動一
一年一度「金元寶」聯歡晚宴已於2017年2月9日（星期四）晚上
七時三十分假香港中環蘇浙滬同鄉會舉行。今年「金元寶」得主是
前會長賀良梅獅兄、「金生肖」得主是第二會長陳平獅兄。

聯誼活動二

第二副會長陳平獅兄獲得2017年「金生肖」獎

本會前會長司徒乃鍾獅兄於2月9日-12日假香港大會堂高座7樓舉行「司徒乃鍾小品畫展」。2月9日開幕
禮當天，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總監馮妙雲獅姐出任主禮嘉賓之一，本會亦由會長溫錦泰獅兄聯同
多位獅兄出席參觀。

三○三區獅子行慈善籌款活動
303區於2017年1月14日舉行
一年一度獅子行籌款活動。當
天早上9時30假尖沙咀東部市
政局百週年紀念花園；當天

邀請到食物及環境局局長高
永文太平紳士蒞臨作主禮嘉
賓，303區更另設多個攤位供
參加者免費身體檢查、代拍照

和遊玩。本會出席獅兄有會長
溫錦泰獅兄、上屆會長梁耀宗
獅兄、義務秘書周健宗獅兄及
總務邱偉強獅兄。

三○ 三 區 第 二 次 聯 合 晚 餐 例 會
向 會 長 、 秘 書 、 司 庫 致 敬 暨 新 春 團拜

前會長丘文興獅兄在303區第二次聯合晚
餐例會上表演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第二次聯合晚餐例會–向會長、秘書、司
庫致敬暨「丁酉年新春團拜聯歡會」於2017年2月20日假香港灣仔會
議展覽中心舊翼會議廳舉行。前會長丘文興獅兄更在大會活動上作吉
他表演，讓一眾獅友眼界大開。

三○三區會第二分域
「膳有善報2017耆樂慶新春」服務活動
第二分域主席丘文興帶領屬下四個分會（香港半島獅子會、太
平山獅子會、明珠獅子會、何文田獅子會）於2月18日下午3
時，假何文田路德會社區中心一字樓大禮堂舉行第二分域「膳
有善報 2017 耆樂慶新春」服務活動，為180位65歲以上長者烹
煮美食，本會由會長溫錦泰獅兄帶領下有30多位獅兄、獅嫂、
前青獅和義工出席協助樓面和廚房工作外，第一副會長鄭嘉源
獅兄更負責司儀工作，現場受惠長者高興不已。

前會長麥詠光獅兄在第二分域「膳有善報2017耆樂
慶新春」服務活動中為各位長者送上烹煮後美食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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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域多利 獅Victoria
Hong Kong

會長
石家璐

J

anuary 9th, 2017 – Our regular luncheon meeting was changed to a New Year celebration dinner with our
five Sponsored Clubs and our guest speaker, Professor P.C. Ching,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 Ching’s presentation benefitted all those who attended. He said that the priority of the necessities
in life has dramatically changed. Modern technology had driven efficiencies in all aspects of life leading to
personal and economic growth. For businesses to stay ahead, or even just to survive, they not only need
to go digital but to align themselves with ongoing innovations. Hong Kong would need to become, at least
partially,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 for it to be competitive
and start exporting its own ideas. During this transition stage,
many would be out of job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skills. When
technology had become so advanced, humanity sometimes
would lose its human touch. We should be aware of these trends
and not forget the human touch in our services. We could extend
our services to those who might find it difficult during such a
transition but would like to continue contributing to society.
District Governor Grace Fung, Victoria and Sponsored
Club members and guests

February 8th – It was an honour to have District Governor,
Grace Fung, and Editor of THE LION, Lion Matthew Ma, to visit
our luncheon meeting and provide us with the latest news on
district activities. Governor Fung updated us with the direction
of the district and Lion Mathew reminded us of the importance of
tradition, protocol and regular meetings, that formalities should
be essential to keep a straight backbone. He also shared with us
his knowledge on the history of our club. This sharing helped new
Lions to further understand Lions Club of Victoria.
PDG Yun, District Governor Fung, Past President Robin,
President Louis, Editor Ma, IPP Loretta

January 21st – “寒冬送暖探訪活動” was a joint venture with The Neighbourhood Advice-Action Council.
Through their arrangement, we visited seniors who lived by themselves and were in need of company. Those
who had more mobility came to the centre where we gathered and picked up the gifts we have prepared. The
Council needed volunteers to help share the work load. It would be inefficient if they had to do everything
themselves. So if all our clubs would do something similar once a year with any such organizations, more
would benefit from this act of giving.

February 12th – Young Lions Day was held at the Hong Kong
Football Club. It was a time for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Lions and
Leos, families and friends, to meet. Because of the nature of club
functions, we might not be able to leave our duty and spend time
with our love ones. We all cherished this day to be set aside as a
warm gathering for our younger generations with no agendas nor
minutes.

Above: Victoria Club members and seniors.
Bottom: Victoria Lions and Leos, family and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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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香島 獅Bayview

二

會長
何潔芝

月二十六日，星期天，

健康快樂地

是辛苦工作後的一個僅

成長！

資訊委員
陳巧莉

有的休息天，姐妹會的廣東獅
子會金獅服務隊獅友們、香島

香島獅子會

獅友們、澳門的好友嘉賓卻利

獅友們，特

用這天，一隊人34位帶上大批

別是廣東獅

物資浩浩蕩蕩前往廣東羅定探

子會金獅服

望兩所香島獅子會40周年與50

務隊獅友，

周年紀念學校，看著孩子們都

更有特地從

朝氣勃勃，活潑開朗，整所校

澳門大清早

園都充滿生氣和活力，大家心

搭船過來的

裡不單只感到特別的充實，特

嘉賓及前分域主席陳麗輝獅姐

們！有你們的支持和鼓勵，我

別歡慰，還帶著一份滿滿的溫

等，早一天五點已馬不停蹄趕

們全體香島獅子會將會更努力

馨，甜蜜！

去40周年小學，寒冷的天氣大

的為社會服務，將“我們服

家無退縮，早上六點

務”做得更好！為香港，為祖

半起床，來到學校探

國的孩子們做得更多！

望學生的，下午即趕
回各自的地方已經是

同學們你們是祖國的棟樑，

傍晚，第二天一大早

希望你們能天天向上，努力

上班，更顯大家一起

學習，我相信下次來探望你們

服務社會的熱情！

時，全部都有最好的成績表，

這次大家的慷慨捐

更加相信同學們都能成為有用

款，資助將會用在學

的人，為祖國作出貢獻！這是

歷年來我們一直默默支持兩所

校的經費上，豐富學生的學習

學校的電子科技教材，給學生

資源！

我們對你們的祈望！」
句句肺腑之言！

們能跟上教育程度！每年設立
獎學金，鼓勵學生，關懷學

大會主席陳

生！

雅輝前會長
發表講話：

大會主席陳雅輝前會長特別藉

「更是感激

此向領導，校董，校長，各位

不辭勞苦，

老師，各位校工說一聲謝謝！

千里迢迢的

是他們的努力不懈，用智慧，

到來，給了

用愛心，用汗水，去建設學

我真摯的友

校，教導同學！讓孩子都能在

誼，是對我

這所學校裡，不僅僅是學習知

最 大 的 鼓

識，更能學習正確的人生觀，

舞！謝謝你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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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青山 獅Castle
Peak Hong Kong

會長
黃達強

與上水天 平 長 者 鄰 舍 及 頤 康 之 家 合 辦 「 金 雞 賀 歲 迎 新 春」

本

會於2月11日在黃達強
會長帶領下，一行十多
位獅兄獅嫂、303區總監及副
總監等，到上水天平長者宿舍
進行探訪，並由青年會天平頤
康之家長者宿舍執行幹事文少
玲女士及中心主任林寶珠女士
親自介紹長者宿舍情況。
除探訪長者宿舍外，當晚本會
在富臨皇宮為四百位長者及其
親屬舉辦新春聯歡聚餐，筵開
二十五席，本會除了贊助四萬
八千元外，還有預備了利是、
抽獎禮物及福袋禮物包四百個
贈長者。主禮嘉賓有青年會天
平長者宿舍執行幹事文少玲女
士、303區總監馮妙雲獅姐、
第一副總監陳立德獅兄、第二

副總監郭美華獅姐及香港青山
獅子會黃達強會長。其他出席
嘉賓有本會獅兄獅嫂合共廿多
人，濟濟一堂，見證這一個盛
大及溫馨的場面。
本會獅兄與長者一同參與競猜
遊戲；另一組長者合唱團高歌
賀年金曲，氣勢不凡，甚獲嘉
賓們好評。總監馮妙
雲獅姐難得開金口高
歌粵曲助興，博得全
場熱烈的掌聲。隨後黃
達強會長聯同眾獅友合
唱多首流行曲，為整個
會場帶來歡樂及熱鬧的
氣氛。香港青山獅子會
每年為天平邨長者舉辦
春節聯歡會，不經不覺

已舉辦了19年，讓長者們享受
慶祝新春的活動，增加與家人
溝通的機會，難得聚首一堂，
發揮敬老精神。每位出席長者
更可獲得一份禮物包。出席今
次活動的本會獅兄有黃達強，
林天意，吳承海，柳逸瓊，陳
韶軒，麥國輝，朱建榮，胡智
聰，紀偉等。

青年會天平長者宿舍執行幹事文少玲女士接受本會黃達
強會長致送支票並合照留念

會訊
■ 於2017年1月6 - 8日黃達強會長組團與本會廿多位獅兄獅
嫂前往珠海作三天旅行籌款遊，第一站前往珠海長隆「海
洋王國」，觀賞長隆國際大馬戲，並於橫琴晚餐。第二天
參觀圓明新園，之後享用大宅門私房菜宴及中山石歧佬
地道美食。今次共籌得二十六萬元，扣除交通，食宿費
外，餘數將撥入本年度服務基金。
本會廿多位獅兄獅嫂及幼
獅參加籌款之旅

■ 於2017年1月14日303區獅子行2017在尖東市政局百週年紀念花園舉行，前會長柳逸瓊獅兄代表本會
出席。
■ 於2017年1月15日，第二分區聯合服務，在西貢蕉坑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舉行，由獅子會與童軍總會
合作，通過教學與實踐，向公眾人士推廣郊野「不留痕」環保活動。胡智聰獅兄與家人代表本會出席
該活動。
■ 2月20日為303區第二次聯合晚餐例
會，向會長、秘書及司庫致敬，黃達強
會長代表大會擔任司儀。
柳逸瓊獅兄代表出席獅子行2017。右圖：本會新
獅友紀偉獅兄宣誓入會並與保舉獅兄林天意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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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太平山 獅Tai子Ping
Shan

會長
張振雄

資訊委員
霍寶林

麻雀王大賽

踏

入新一年，各位獅友都忙於應付農曆新年的各個應酬飯局，
二月十一日，太平山獅子會也舉辦了我們傳統的過年活動：
「麻雀王大賽」，給各位獅友機會鍛練一下手臂及牙骹。這次比賽
是我會每年其中一項重要的籌款活動，今年的活動別有意思，因為
會長張振雄獅兄對活動主席周志強獅兄的一句話：「你這次籌到幾
多，我就捐出幾多！」為此各位參賽獅友更加出力食糊，令籌款額
突破過去數年，而今年的雀后則由官錦堃獅嫂技壓群獅，勇奪冠
軍。當晚我們也舉辦了雞年春茗晚宴，席間我們更舉行了太平山慈
善大拍賣，將全日的善款數字推上一個新高峯。

膳有善報2017耆英同樂慶新春
二月十八日，太平山獅子會
的伙頭大軍，浩浩蕩蕩去到
何文田路德會社區中心，參加
第二分域聯合服務「膳有善報
2017耆英同樂慶新春」。今次

服務筵開十五席，招待約150
位老人家。本會這次負責「蕃
茄薯仔石頭魚湯」及「清蒸海
上鮮」。車妙娥獅姐帶領我們
煲水、洗菜、洗魚、切蔥和
切薑，在
廚房中忙
過不亦樂
乎，其他
獅友亦忙
於佈置餐

房及預備禮物包。今次服務另
一個重要的意義是梁麗貞獅姐
率領她新創立的黃金海岸獅子
會獅友一同參加服務。每年的
「膳有善報」服務最開心的時
刻，就是見到一班老友記吃完豐
富的晚餐，拿著我們小小的心意
禮物，向各位獅友講：「好味，
玩得好開心，我下次一定要再
來參加呀！」大家的努力，是
值得的。

參加姊妹會新加坡加東獅子會會慶
二月二十三日，太平山獅友聚
集機場，一同飛去泰國曼谷參
加我們姊妹會新加坡加東獅子
會的會慶。這次除了旅遊及參
加宴會外，新加坡加東獅子會
亦安排了探訪當地的兒童中心。
以下是第一分區主席潘偉基獅
兄對這次服務的描述及感受：
「雖然服務主席早已預先通
知，當大家戰戰兢兢的踏入了
大門口第一步，一眾獅友包括
台北市東區、星加坡加東及香
港太平山，一齊來到曼谷這個
殘障幼兒復康中心，探訪這座
幼兒院的時候，大家心裡可能
仍然未有準備接受這個殘酷的
現實，總是覺得難過。這個康
復院專門收容給人遺棄的殘障
兒童，包括腦缺陷及各種基因
遺傳病的幼兒。看到在鋼架床
上的兒童及躺在地上網床上的

兒童，有的捲曲著，兩眼分別
向不同的方向瞪著，有的插著
餵食管，有的只得大半個頭，
眼耳口鼻都擠在一起。有的像
蜘蛛一樣，四隻瘦骨嶙峋的手
腳以不可能的角度擺放，他們
仍是活生生的，大家不禁眼睛
通紅了。身形像六歲幼兒，因
為長期躺在架床上的關係，發
育不全，其實已經有十五六
歲。我們對於這一群上天並不
眷顧的幼兒，愛莫能助，只能
施以物資上的援手及愛心關懷
以喚起社會多點關注。

被遺棄，在這孤兒院內成長等
待有心人領養。我們一起觀察
他們用餐及與他們分享喜悅。
若能以關懷使他們開心，一眾
獅友已經覺得沐浴在服務的喜
悅中了。回顧一下，真不敢想
像我們是這世上幸福的人。同
樣我們也只能以物資資助該孤
兒院。
晚上，眾獅友在遊船上吃晚
餐，藉此機會與海外姐妹會共
聚獅誼，當中有獅友仍對這兩群
孩子的不同蹇運，耿耿於懷。」

第二個院舍是孤兒院，
相比之下，我們突然從
地獄踏進了天堂。孤兒
們是兩歲至六歲天真
活潑的可愛幼兒。他們
是發育健全的兒童，有
的因為早婚、家庭破
裂或者經濟不能負擔而

我們的2017年，就是由這樣多采多姿的服務開始。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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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觀塘 獅Kwun
Tong Hong Kong

2

017年2月11日，正值元宵佳節，本會與
北九龍獅子會、香港太平洋獅子會及香港

灣仔獅子會四會聯合主辦，於觀塘曉光街何明
華紀念中學舉辦新春盆菜宴，筵開46席，共約
480位長者出席，第五分域主席鄭炳龍獅兄聯同
獅嫂，與青獅們一早到場打點，會長林熙洲獅
兄與14-15年度的會長們，表演打鼓助興，第一
副會長何紹安獅兄扮演財神大派利是，謝偉俊
立法會區議員，亦到場支持。另外有一班小朋
友表演街舞，又有粵劇折子戲表演，節目非常
豐富，令一班長者開心過元宵佳節。

子會
荃灣 獅Tsuen
Wan

獅子行2017

約

30名獅友與家人身體力行，參加
區會在1月14日舉行的「獅子行

2017」活動，支持303區會服務基金步行
籌款，雖然當天天雨路滑，但亦無阻獅友
們行善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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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林熙洲

子會
紫荊 獅Bauhinia

2

會長
勞潔儀

017年1月14日，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區
舉行獅子行。今年主題：獅子行2017「獅子邁進

新世紀」。

當日有4位獅姐參與全程步行，全情投入遊戲攤位，盡
興而歸。

2017年1月15，當日本會與鑪峯獅子會及榕光社合辦「耳聽八方」西醫驗耳服務，為竹園邨長者提供驗
耳服務，有八十多位長者受惠。當日亦
有提供心臟科專家的講座及為長者供應
午餐，同日亦有獅姐們，家訪竹園邨獨
居長者。

另外，同日1月15日，第二分域與香港童軍總會，推廣
環保意識，主題「不留痕」郊野環保推廣運動，共有四
位獅姐參與啟動儀式。

會長
吳騰

資訊委員
鄭堅楚

「聯合新春團拜」
本會於2月4日(星期六)，聯同意贈慈善基金及
沙田社區基金，假沙田馬會會所舉行「聯合新
春團拜」，約90名獅友及家人一邊享用自助晚
餐，一邊大玩賀年遊戲，並贏得豐富獎品。獅
友們與嘉賓一同共慶新春，喜氣洋洋。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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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快活谷 獅Happy
Valley

會長
姚君偉

資訊委員
薛來鏹

逆風的方向 更適合飛翔

是

次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他選手的不同步

蕭偉強JP、民政事務局

調，感受到熱血沸

首席助理秘書長馮浩賢先生，

騰的溫度。

為香港快活谷獅子會贊助勵志
電影《逆著風》作主禮嘉賓。

在大眾的角度上，

電影慈善放映活動為猛龍隊參

他們好像失去了

與1月22日的日本馬拉松活動

甚麼，但對他們而

籌募款項。是次籌得款項資助

言，那些缺少的部

50名猛龍隊成員及心光學校

份，更是讓他們珍

的視障青年，應日本沖繩旅遊

惜自己擁有的東

觀光局邀請到日本石垣島進行

西。這些不足，更

10K、半馬及全馬的賽事。

推動了他們完成了一個又一個

今次本會會長姚君偉獅兄及前

大家覺得「不可能」

會長林衞邦獅兄，帶領着香港

的挑戰。

一眾跑手參與海外馬拉松，除
了令傷健人士體驗運動的喜悅

「猛龍隊」每一位成

之外，亦提醒了大家，令世界

員都抱著堅毅不屈的

各地更多人可以關注殘障人士

精神，積極參與香港

的權益。

大大小小的慈善跑
步活動，漸漸衝出海

我們，開始召集各界選手了！

外，寓運動於善舉，
以自身作榜樣，帶領

政府、商界人士、普羅大眾、

其他群體一同實踐平

你和我，準備好這場馬拉松了

等共融社會。他們不

嗎？

在於跑得快或慢，只
《逆著風》的導演及監製表

在乎於跑步時那寧靜的時光；

由現在開始起跑吧，朝著「平

示，電影是希望帶出「永不放

用心觀賞沿途的風景，用心聆

等貢獻、傷健共融」的目標，

棄」的精神，這與猛龍隊的理

聽自己的聲音。領略出長跑的

建造無障礙的社會環境；我們

念不期而遇。

道理，中間遇上受傷、撞牆等

都是領步員，這場馬拉松，就

不同的挫折，就跟人生中的起

是要抱著堅信與毅力，奔向終

「猛龍隊」–「盲」及「聾」

伏一樣，就算失望也不能絕

點！

的諧音而取其名，他們看不

望。

到，或聽不到，但他們可以
跑。他們也許聽不見起步鳴

「人生一定

槍、聽不見啦啦隊的加油吶

要跑一次馬

喊...只感受到迎面的風，聆聽

拉松」，是

到自己心跳的聲音；也許看不

《逆著風》

見手錶的配速、賽道周圍的人

希望帶出的

群、與終點的距離...但聽到其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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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澳門 獅Macau

會長
黃輝

資訊委員
鄭錦銘

同行跨障礙 關愛建未來
二人三足慈善賽

由

區會、本會及濠江中
央獅子會於2017年1月
8日主辦「同行跨障礙、關愛
建未來」二人三足慈善賽，有
逾六百人參與。活動籌得近十
二萬元善款，捐予本澳六個傷
殘團體，用於添購體育輔助用
品。冀藉此向社會發放正面訊
息，給予傷殘人士自信，協助
走出家門，推動傷健共融。
開幕儀式於當日上午十一時假
關閘工人球場舉行，中聯辦協
調部副部長卞濤，社工局長黃
艷梅，教青局副局長老柏生，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三

區總監馮妙雲、第一副總監陳
立德、第二副總監郭美華等負
責人，以及澳門獅子會會長黃
輝獅兄、濠江中央獅子會會長
李衛江獅兄等出席。
大會主席瞿偉剛獅兄表示，國
際獅子總會適逢一百年，為響
應「傷健共融」的號召，
三○三區先後於港澳辦二
人三足慈善賽，藉此增加
澳門居民了解傷殘人士，
共建和諧社會。據澳門社
工局數據，至去年九月登
記的傷殘人士逾萬六人，
為數不少，但常常是被忽

「松栢睛彩伴我行」圓滿舉行
由本會主辦、澳門明愛協辦的
「松栢睛彩伴我行」活動於二
零一七年二月十七日下午在明
愛青洲老人中心順利舉行。是
次活動目的冀藉探訪及為長者
提供專業驗測遠視的驗眼服
務，並為有需要配戴眼鏡的長

者配贈合適度數的老花眼鏡。是
次活動服務對象達100名長者。
本會澳門服務45年，一直致
力於教育、醫療、頤老、青少
年、禁毒、扶貧、視力等方
面服務不同受眾。視力更是
非常重視的一項服務使
命，每年透過不同的服
務計劃，在不同地區，
向不同年齡的人士，宣
揚保護視力及防盲的重
要性。活動大會主席蕭
琼彪先生表示，透過今
次活動，希望長者們繼
續擁有良好視力，度過

略的一群。有見及此，大會透
過舉辦活動，以遊戲方式讓居
民了解傷殘人士的生活情況，
並設立熱線籌集資金，達預期
目標籌得近十二萬元善款，用
於捐助傷殘團體添購體育輔助
用品，讓更多殘疾人士可接觸
運動。

精彩的每一天。同時，適逢新
春，該會亦準備福袋派發給現
場眾長者！
是次活動出席嘉賓包括澳門特
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長者
服務處鄭榆強代處長、中央駐
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胡
曉龍處長、澳門明愛副服務總
監鄭月嬋女士、國際獅子總會
中國港澳303區總監馮妙雲獅
姐、第一副總監陳立德獅兄、
第二副總監郭美華獅姐、第
十四分域主席馬建釗獅兄、本
會會長黃輝獅兄及一眾獅兄獅
姐。

第一副總監陳立德獅兄親善訪問
第 一 副 總 監 陳 立 德 獅 兄 於 2 月 8 日 晚 上 親 臨 本 會 例 會 作 親 善
訪問，本會一眾獅兄獅姐熱烈歡迎陳立德獅兄的到訪。陳獅
兄於會上向本會獅友講述來年度的服務方針，並一同討論獅
務，互相交流意見，本會獅友獲益良多。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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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尖沙咀 獅Tsim子 會Sha Tsui, Hong Kong

會長
王世聰

資訊委員
伍于宏

支持及參與303區舉辦之
「獅子行2017」慈善步行活動

本

會33位獅兄，每人捐出$1,500支持303區
2017服務基金籌款活動。並參與303區在1

月14日主辦之「獅子行2017–獅子邁進新世紀」慈
善步行和啟動典禮嘉年華活動。
本會獅兄獅嫂在「獅子行2017」
中合照

舉辦新春聯歡活動及環保 清潔海灘活動
本會2017年新春聯歡活動於2月18日舉行，獅兄獅嫂30人上
午到大埔慈山寺參觀及往大尾督遠足。
下午獅兄獅嫂們沿着鹿頸的林蔭小徑，到達鳳坑海灘。在蜿
蜒曲折的海灘上開展清潔活動–將海灘上的垃圾一件件執拾
起來，還原海灘的自然美麗面貌。獅兄獅嫂通過身體力行宣
傳環保意識–愛護自然，保護自然。
傍晚5時乘車前往元朗，晚上6:30在元朗屏山鄧氏宗詞舉行本
會新春聯歡晚會–盆菜宴。晚會上，獅兄獅嫂們談笑風生，
互相祝福，洋溢着深厚的獅子情誼。
環保活動–清潔海灘

出席全區第二次聯合晚餐例會
暨新春聯歡會
2月20日晚上七時，本會獅兄13人出席303區
在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的全區第二次聯
合例會(向會長、秘書、司庫致敬)暨新春團拜
晚會。

獅兄獅嫂在會場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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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鑪峯 獅The子Peak

會長
林振坤

資訊委員
李福謙

新春探訪

香

港鑪峯獅子會一年一度新春探訪已於2017
年2月12日上午10時假香港黃竹坑賽馬會

復康中心舉行。當天由會長林振坤獅兄帶領，上屆
會長黃怡凌獅姐、第一副會長胡志和獅兄、蘇傑開
獅兄、楊雋永獅兄、潘偉雄獅兄、許天佑獅兄、莊
鈞傑獅兄和獅嫂、幼獅，還有5位青獅們分別舞獅
和扮財神大派利是，並與住院院友歡度新春。探訪
完畢後會長林振坤獅兄更邀請各獅友和青獅一同前
往珍寶海鮮舫共晉午餐。

303區獅子行服務活動
303區於2017年1月14日舉行

2017年度獅子行慈善籌款活動

物及環境局局長高永文太平紳

一年一度獅子行籌款活動。

起步禮，一眾獅友步行至紅磡

士蒞臨作主禮嘉賓，303區更

當天早上9時30假尖沙咀市政

碼頭再轉返市政局百週年紀念

另設多個攤位供參加者免費身

局百週年紀念花園舉行2016-

花園舉行儀式；當天邀請到食

體檢查、代拍照和遊玩。

303區聯合晚餐例會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第二次聯合晚餐例會–向會長、秘書、司庫致敬暨『丁酉年新春團拜聯歡
會』於2017年2月20日假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舊翼會議廳舉行。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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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東九龍 獅Kowloon
East, Hong Kong

東

九龍獅子會一向熱心

團拜，又是東

公益事務，有錢出

九龍獅友向長

錢，有力出力；在新的一年去

者朋友拜賀的

舊迎新，送猴迎雞，自有一番

好時機，大家

新景象。

又可以濟濟一

會長
張璇菲

資訊委員
陳志佳

堂，歡度春
所謂一年之計在於春，每年區

節。希望長者

會於農曆新年舉辦「向會長、

們都像早上的

秘書及司庫致敬」與團拜結合

太陽一樣，精

在一起，可謂雙喜臨門，別具

神爽利，清新活潑。這種互愛

拜，大家齊來合禮拜賀，自能

意義。獅友們都踴躍參與，與

精神，配合東林的弘毅佛法，

打破相互的距離。彼此間作個

各會獅友恭賀一番，而且大家

普渡眾生的推動力，讓老人家

親切問候，更能增進大家的感

在這節日氣氛濃厚的情況下，

福壽延年，一團和氣。

情和關係。和合就能夠團結，
產生共識，所以東九龍獅友出

更添色彩。

另外，荃灣東林安老院的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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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這是一個好的開始，有好

席團拜活動，都是義不容辭，

開頭定有豐年的結果；新春團

樂在其中。

會
獅子山 獅Lion子Rock

會長
陸嘉暉

資訊委員
曾飛燕

越秀區慈善千人宴活動

2

017年喜迎新春之際，我

春千人宴由廣州

們一行獅友長途跋涉從香

結盟姐妹會藍天

港到廣州參加廣東獅子會藍天

服務隊發起，已

服務隊聯合越秀區慈善會主辦

進行到第三屆，

的2017越秀區「金雞耀越秀 獅

藉著辭舊迎新

吼賀新禧」新春慰問活動，新

之際，弘揚中華

民族扶貧濟困

人參加。活動中，精彩的節目

美德，宣導社

一波接一波，現場更派發大包

會互助精神。

的福袋，留住溫情一刻，全場

此次活動共邀

都洋溢著開心的氛圍，場面盛

請近1,000名

大。服務完結後，藍天會長及

低保困難人員

獅友們更邀請我們一同參加慶

和三無孤寡老

功聯誼會呢！

探訪深水埗的獨居老人
記 得 孔 子 說 過 ：「 老 吾 老 以 及

下午12時我們再到“馬鄭淑英

者們派利是，伍師兄更向超過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安老院”養老院探訪院友們，

百歲的長者大派發百歲利是。

尊老愛幼是美德。我們獅子會

當時正值院友們正在食堂吃著

最後，我們與長者們合影，並

的獅友們也一直這樣做，心中

午飯，會長及一眾獅友們紛紛

送上祝福。

一直記掛著老友記們。2017年

上前跟他

2月16日，獅友們上午10時前往

們交談，

深水埗“馬鄭淑英安老院”，探

有些長者

訪了6戶，共8名獨居長者們。

們和獅友

當我們去到他們獨居的家送上

們談笑風

問候和祝福時，他們感動萬分

生，場面

並和我們交談，也主動訴說他

溫 馨 感

們的生活情況，為了表達獅友

人。那天

們的心意，我們送出了豐富的

會長還給

福袋禮物給長者們。

全院的長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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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南九龍 獅South
Kowloon

會長
施新築

資訊委員
高衍文

第二次午餐例會
林筱魯主講「探古知今、古為今用」

本

會2016-2017年度第二
次午餐例會，已於日前
假洲際酒店舉行，邀請香港古
物諮詢委員會主席林筱魯太平
紳士主講「探古知今、古為今
用」，與會嘉賓有總監、區職
員、友會會長、獅兄等四十多
人。會長施新築獅兄報告了近
期會務及工作事工。
林筱魯主席演講中詳述了香港

發展的歷史，如何由一個荒涼
漁村演變成今日華麗變身的故
事。他更以很珍貴的圖片介紹
了香港的古蹟，包括大澳、藍
田、尖沙咀水警總部、何東花
園、九龍寨
城、客家村的
崛起及香港現
時寸金尺土的
中環等各區的
變遷，資料極

為豐富。
獅兄們在聆聽專題演講後，對
香港的歷史和古蹟，均有很深
刻認識和了解。

本年度第二次午餐例會，獅兄與嘉賓林筱魯合照

參與獅子行

本年度區服務基金籌款活動「獅子行」，本會獅兄獅嫂攜同子女70多人參與。1月14日上午十時前已抵達
尖東市政局百週年紀念花園，參加慈善步行後，出席啟動禮及嘉年華會。今年本會又再獲得參加人數最
高獎冠軍，我們定會繼續努力推動服務事工。

參加郊野環保推廣運動
由第二分區主辦之2016-2017年度郊野環保推廣運動，本會十多位獅兄獅嫂，於1月15日前往獅子會自
然教育中心出席「不留痕」郊野環保推廣計劃啟動禮，儀式後參與工作坊，聆聽如何推動郊野環保的工
作，使香港成為一個清新和健康的城市。

丁酉年新春團拜

獅兄們出席丁酉年新春團拜合照

本會丁酉年新春團拜已於2月5日假煌苑酒樓舉行，獅兄
獅嫂攜同子女及青獅80多人出席，會長施新築獅兄和第
一副會長鄭瑞欽獅兄先後致新春賀辭，祝大家新年進步，
萬事勝意、五福臨門、身心康泰。席間喜氣洋洋，舉杯互
賀新禧。會長和副會長送出豐富禮物大抽獎，氣氛熱烈。

探訪東華三院南九龍獅子會幼兒園
每年農曆春節，本會獅兄都前往屯門頌安邨探訪東華三院
南九龍獅子會幼兒園，今年2月14日會長施新築獅兄、第
四分域主席黃偉良獅兄、上屆會長施必芳獅兄、副會長
鄭瑞欽獅兄、鄭嘉財獅兄、前會長許良達獅兄、許榮勞獅
兄、陳麟麒獅兄、丘國偉獅兄及尹荏球獅兄攜同新年禮物
前往幼兒園致送予每位小朋友外，又與他們齊跳舞、寫揮
春、吃湯圓，共賀元宵，歡度一個愉快佳節。

獅兄們出席東華三院南九龍獅子會幼兒園「金雞報喜賀新

支持香港浸會大學「朋輩輔導計劃」
去年10月31日，本會支持香港浸會大學「朋輩輔導計劃」。前會長施文誕獅兄、羅志偉獅兄和施展望獅
兄與該計劃服務交流團團員，前往韶關市曲江區湞江區實驗小學與該校學生透過互動遊戲、演講、小組
活動和分享，學習到不少情緒智商的知識，從而促進學生其個人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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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香港城市 獅The子City

會長
何志剛

資訊委員
何逸雲

二 月 份 午 餐 例 會 ( 201 7 年 2 月 1 4 日 )

二

月份午餐例會很榮幸邀請到著名風水大師蔣匡文建築師為主
講嘉賓並暢談2017年運程，講題內容生動，趣味盎然，各獅

友亦對今年運程加深了解，獲益良多。
當日例會適逢下年度總監參選人陳立德獅兄探訪並暢談來年抱負，
在此再三多謝陳立德第一副總監到訪。

三 月 份 午 餐 例 會 ( 201 7 年 3 月 1 4 日 )
三月份的午餐例會很榮幸邀請到泌尿外科黃國田醫生為主講嘉賓，講題為「如何認識前列線健康」，本
會獅兄皆細心聆聽及爭相發問。

第 八 屆 「 獅 展 保 齡 同 樂 日 」 (2 0 1 7 年 3 月 1 5 日 )
本會聯同港南，獅子山，香港

順序由城市會長何志剛獅兄擔

學校，老師，家長，學生及義

鳳凰，金馬倫山及紅山獅子會

任大會主席。逾100位受惠學

工的熱烈參與，使到參加學生

聯合舉辦之第八屆「獅展保齡

生為姊妹學校服務計劃中對口

可以體驗及享受一個愉快上午

同樂日」已經圓滿舉行，今屆

學校之輕度智障學生。感謝各

的保齡球運動。

獅展保齡同樂日

屯門匡智晨輝學校運動會
(2017年3月17日)
本會應屯門匡智晨輝學校邀請，由會長帶領多位獅友出席了他們
於屯門鄧肇堅運動場所舉行的運動會，多位獅兄更親身上陣參加
競技賽，與學生們打成一片。本會數年來一直關心及資助該校，
今年亦將會支助該校的「在科技與生活室增建烘培的訓練地方」
計劃。
屯門匡智晨輝學校運動會

第 一 分 區 聯 合 晚 宴 ( 20 1 7 年 3 月 1 8 日 )
會長帶領獅友共6位出席了第一分區聯合晚宴。

第三分域服務計劃「天生我才綜藝比賽」(2017年3月26日)
會長何志剛帶領獅兄們出席了第三分域的服務活動，該
活動提供了一個平台予青少年發揮潛能及增加青少年與
家人或親友的溝通。當日比賽非常精彩，13隊入圍隊
伍盡施渾身解數，贏得掌聲無數。而何志剛會長擔任了
比賽的司儀更是非常出色，潘秉祺獅兄則出任場地經
理。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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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九龍塘 獅Kowloon
Tong

會長
王慶廷

資訊委員
英子烈

第二次區聯合晚餐例會

第

二次區聯合晚餐例會向會長、秘書、司
庫致敬暨新春團拜已在2月20日假香港

會議展覽中心圓滿舉行。是次聯合晚餐例會的主
題為：向各屬會會長、秘書、司庫致敬，以感謝
各屬會的領導於過去多月來的辛勞工作及為會務
作出的貢獻。本會一行十三人出席當晚盛會，大
會安排了精彩娛樂節目及大抽獎等豐富節目於
新春佳節與一眾獅友團拜聯歡，共同歡度一個熱
鬧、愉快的晚上。

2017獅聲敬老賀生辰
本會今年度服務計劃「獅聲

無虛席，獅友

新春賀生辰」已於2月24日於

更即場大派利

黃大仙新光中心富臨酒家順

是金及設抽獎

利舉行，是次活動一如既往與

環節，同時安

香港聖公會黃大仙長者綜合中

排太極、粵曲

心一同合辦。當日中午有三百

及傳統舞蹈表

多位長者出席一同午膳，座

演，長者們大
飽口福之餘亦與獅友們玩得樂
也融融，最後感謝各位嘉賓及
獅友參與支持，期待在下一年
的新春活動中再與各位長者歡
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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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龍 獅West子 會Kowloon

今

會長
王閩

資訊委員
陳靜儀

年的農曆年來得特別

主席，率領會長、指導會長、

位獅友努力表演外，還邀請在

早，隨著聖誕節及除

第一副會長、第三副會長...當

場觀眾參與表演及遊戲，務求

夕一連串的慶祝活動及假日氣

天差不多是本會全體總動員

帶給長者一點點的慰寂。

氛，踏進了2017年便應立即抖

支持是項活

擻精神，開展新一頁的獅子活

動。更甚者

動了。

能夠得到總
監、第一及

打響頭炮的是在一月七日舉辦

第二副總監

「愛同行系列之曉光長者同樂

蒞臨指導，

日 」。 由 西 九 龍 獅 子 會 第 二 副

當天場面熱

會長黃麗玲獅姐為是項活動的

鬧，除了各

一月十四日為一年一度舉辦獅子行之大日子。今年
適逢獅子會創立百年，今年的口號為「齊心服務
迎百載，再創高峰獅子行」，雖然當天氣溫是有
點冷，並沒有減退眾獅友的熱情。

翌日即一月十五日是另一重點項目的舉行「洗
腎救人獅子行」。眾所周知洗腎對於腎病患者
來說是又騰折又耗費的治療，能為腎病教育中
心及研究基金做一點事實屬非常之有意義。適
逢本會第一副會長劉卓娃獅姐身兼腎病基金總
理，各會內的獅兄獅姐定當全力支持。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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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港南 獅Hong子 會Kong South

會長
黃愛玲

資訊委員
張耀成

1月7日獅友善心顯光明

這

是香港港南獅友第五次

長亦是今年的義務秘書方少

朋友長途醫病的支出，令他們

與湯國華醫院和中山大

樂獅兄集合身邊好友捐出150

感覺到關懷。同一活動裏，我

學的醫生共同舉辦復明行動，

萬給醫院買了5部洗腎機。所

們 更完成了獅子會一百周年的

目的是醫治100位患有白內障

以今年服務除了幫助100位白

legacy project 第三級 - make a

的貧困村民。由香港家門到

內障患者治療眼睛外，我會更

community impact 為社區製造

達醫院路程差不多7個小時，

承諾了一個新的五年計劃，幫

一個良性影響。1月7日早上，我

確是一段不短的路程。但團結

助洗腎人士的午餐，減輕山區

們為捐出的血液透析中心揭幕。

無私的服務精神促使我們十幾
位港南獅子會的獅友即使公務
繁忙，每年也抽出三整天去做
這個服務。當地的地方官、校
長、醫院院長和電視台也變成
我們的好朋友呢！
今年最特別的是我們下屆的會

1月14日獅子行
香港港南獅子會極力支持獅子行，多位港南獅友百忙之中參
與。晚上於上海總會召開董事會及一月份生日派對，一起享
受一頓豐富的年飯。

3月8日第八屆「獅展保齡“童”樂日」服務計劃
由香港城市獅子會、獅子山獅子會、港南獅子會、
金馬倫山獅子會、香港鳳凰獅子會及紅山獅子會
等六個獅子會聯合主辦的『第八屆獅展保齡“童”
樂日』，旨在透過保齡球運動，為6間學校的150餘
名殘障學生提供強身健體的機會，包括香港基督教
服務處培愛學校、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匡智
屯門晨輝學校、東華三院群芳啟智學校、基督中國
佈道會聖道學校、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學
校，旨在為同學激發鬥志，培養堅毅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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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香港新界 獅The子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會長
林錦清

資訊委員
鄺琼

參加《獅子行2017 - 獅子邁步新世紀》
『「愛鄰舍」家居清潔服務計劃』
第二分區聯合服務計劃
《「不留痕」郊野環保推廣運動》啟動禮

本

會獅兄、獅嫂及幼獅於
1月14日參加303區在
九龍尖東市政局百週年紀念花
園舉行之《獅子行2017–獅子
邁步新世紀》，以示支持區會
一年一度的盛事。當日天公造
美十分適合舉行戶外活動，開
步禮後眾人由起點經尖沙咀海
濱花園、紅磡海濱花園、行至
紅磡碼頭然後折返起點。路線

上圖：本會獅兄、獅嫂及幼獅參加《獅
子行2017–獅子邁步新世紀》時合照留
念。下圖：『愛鄰舍家居清潔服務計劃』
完工嘉許儀式上，本會獅兄獅嫂與清潔大
使合照留念。

輕鬆易行，大家都從容完成全
程。參加啟動典禮之後，本會
隨即轉往另一會場舉行另一活
動–『「愛鄰舍」家居清潔服
務計劃』嘉許午宴。

參與工作的清潔大使，林錦清
會長又向她們派發應節利是，
以示鼓勵。本會共30多位獅
兄、獅嫂、幼獅參加了上述兩
項活動。

本會捐款$48,000繼續贊助工
業 福 音 團 契 舉 辦『 愛 鄰 舍 家 居
清潔服務計劃』(年尾大掃除)，
為元朗、啟德新區、紅磡及土
瓜灣區的200戶獨老及二老長
者提供歲晚大掃除服務，從而
向他們呈獻關懷和改善其生活
環境。透過清潔與探訪活動，
推動義工持續探訪長者，成為
他們的傾訴良友，使長者感到
仍被關愛並活得健康開心。又
透過不同的後續服務持續關心
他們的需要，如家居維修、節
期探訪、物資支援等，讓長者
們感到仍被重視。計劃由12月
初開始，為期三個月。歲晚將
至，又適逢快將完工，本會並
趁此舉行嘉許午宴，藉以慰勞

翌日本會又動員獅兄、獅嫂、
幼獅前往西貢蕉坑獅子會自然
教育中心，參加第二分區本年
度聯合服務計劃《「不留痕」
郊野環保推廣運動》的啟動儀
式，並參與有關的體驗工作
坊。本會在兩日內分別參加了
在市區及郊野舉行的三項不同
服務活動，甚為充實。

本會獅兄、獅嫂及幼獅參加第二分區聯合服
務計劃《「不留痕」郊野環保推廣運動》的
啟動儀式時合照留念

聯誼活動：聖誕新年聯歡晚會2016、丁酉年新春團拜
本會在12月29日舉行12月份
第二次例會暨聖誕新年聯歡晚
會。當晚共有180多位獅兄、
獅嫂、幼獅及嘉賓一起歡度佳
節。
例會準時於七時正式開始，會
長林錦清獅兄向與會者祝頌致
詞並作會務報告。晚宴及各項
餘興節目相繼展開，節目和獎
品都非常豐富，氣氛熱鬧，歡
樂之聲不絕於耳。
本會又於2月18日(星期六)即農

曆正月廿二日舉行了丁酉年新
春團拜暨二月份第一次例會，
共有百多位獅兄、獅嫂及幼獅
參加。召開例會及理事會之
後，隨即進入滿堂喜氣的團拜
晚會，首先由會長林錦清獅兄
致辭向在場獅友們拜年祝頌，
獅兄獅嫂們亦互相道賀及大派
紅包，幼獅們忙於接收利是，
十分開心。應節聯歡晚宴繼而
開始，席間又舉行競猜燈謎遊
戲、以及幸運大抽獎，獲獎者
個個都笑口盈盈。會長們又即
席再認捐大利是抽獎助興，使

歡樂氣氛更加熱烈。
兩個活動都蒙303區總監馮妙
雲獅姐賞面出席，並為大會主持
抽獎環節，令本會生色不少。

總監在新春團拜席上與本會獅兄獅嫂合照留
念。左起：鄺琼秘書、戴桂洪第二分區主
席、馮妙雲總監、會長林錦清獅兄獅嫂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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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東 獅Hong子 會Kong East

2

會長
陳國屏

資訊委員
劉劍雄

016年12月份本會舉行午餐例會，是午主講嘉賓為
洛根資本董事合夥人–胡毅弘先生，主講：1）全

球投資市場概覽；2）美加投資市場最新動態；3）美
加商住房地產市場概覽；4）如何把握這些投資機會。
胡先生詳列2010年以來全球股票市場及債券市場的總
收益圖表，並有全球房地產市場價格及外匯市場走勢分
析，引領我們更明瞭未來投資趨勢。

本會於12月17日舉行2016年聖誕聯歡晚會暨
12月份之晚餐例會，是次晚會大會主席何心源
獅兄積極籌辦，邀請著名樂隊現場演奏懷舊金
曲，熱舞勁歌，更有刺激遊戲及豐富獎品，務
求讓每位獅兄嫂盡興。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主辦一年一度之獅子行
2017，港東獅子會有會長陳國屏獅兄獅嫂、第一副會
長黃丁祥獅兄獅嫂及前會長李浩森獅兄獅嫂一起出席服
務，並行畢全程。親切感受當天萬眾一心的精神，甚具
意義。

本會第一副會長黃丁祥獅兄

副會長黃丁祥獅兄更特備傳統

丁酉新春盈海來

於2月13日假座盈海四季舉行

美食及賀年節目以娛來賓。

祥和四季設盆菜

盆菜宴，宴請港東獅兄獅嫂

以下是港東獅子會前會長陳浩

獅嫂熱情勤接待

出席，共聚新春，並為就職典

波獅兄憑詩寄意:-

兄弟贊賞萬千回

禮率先舉行籌備會議。是日為

陳浩波 獻上

2017年首回相聚，港東獅兄獅

感謝黃丁祥獅兄獅嫂熱情殷勤

嫂互相恭賀，喜氣洋洋，第一

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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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年正月十七日

子會
香港筆架山 獅Beacon
Hill

2

會長
吳志文

資訊委員
程詠珊

017年依始，又迎上了丁

色上衣配以當屆紅色外套，醒

及兒童福利服務籌款，隊伍浩

酉雞年，萬象更新，令人

目齊集香港大球場起步地點，

浩蕩蕩出發，在完成10公里慈

大會更邀得香港特別行政區行

善之旅後，每位參加者都獲贈

政長官梁振英伉儷及各社會賢

感謝狀留念。

份外欣喜。
筆架山獅子會眾獅兄獅姐一向

達擔任開步禮主

為善不甘後人，在2017年便以

禮嘉賓。

兩項慈善步行籌款揭開序幕！
起步禮後，筆
本會朱浴龍獅兄獲委任為公益

架山獅子會VIP

金東區委員會主席，身體力行

貴賓隊聯合其

組織本會獅友，組成筆架山獅

他180多支步行

子會VIP貴賓隊，參與1月8日

隊伍，合共超過

的公益金百萬行。

17,000名參加者
齊齊舉步，為公

當天一眾獅友統一穿著本會白

益金資助的家庭

另一個步行籌款就是1月14日的獅子行，今次主題是
獅子邁步新世紀，主要為區服務基金籌款，大隊經尖
沙咀、紅磡海濱花園再回到起點，雖然當天天氣陰霾
密佈，春雨綿綿，亦無阻大隊的熱心公益，最終完成
使命。

1月17日是吳氏宗親會泰伯紀

一片喜氣洋洋，在醒獅助興

監陳立德獅兄探會，為我們講

念學校在沙田運動場舉行的第

下，一同與沙頭角的居民享用

解港澳303區獅子會的最新動

十七屆陸運會，當天獅友們參

盆菜。

向，得益匪淺。

與親子接力賽，展示活力一
面。

第38屆第八次例
會及新春團拜，

適逢新春之際，前會長吳為贊

選了在2月14日

獅兄誠邀本會獅兄獅姐參與2

這個西方情人節

月3日大年初七人日的新春行

於百匯軒舉行，

大運活動，既可參觀沙頭角農

獅兄獅姐成雙成

莊生態園，同時敬備盆菜招

對的出席，當晚

待。當天大家穿著賀年裝束，

更特邀第一副總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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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寶馬山 獅Braemar
Hill

會長
黃自勇

資訊委員
陳偉明

認知障礙與科技

1

月10日香港寶馬山獅子會

4種藥物能幫助，且效果不甚

於香港遊艇會舉行晚餐例

顯著，寄望未來10年能推出新

會，當晚我們邀請了林小軒先

藥，林先生又介紹怎樣運用科

生作分享嘉賓，主題為「認知

技來幫助腦退化症患者。最後

障礙與科技」，林小軒先生為

由會長黃自勇獅兄向林小軒先

獅友們講解老人癡呆症和認知

生致送紀念旗，並與一眾獅友

障礙等症狀，現時全世界只有

及嘉賓大合照。

中醫與湯水療法
2月份晚餐例會當晚，香港寶

水療法」，林華醫獅為獅友們

產生的傷害，例如酸入肝，苦

馬山獅子會邀請了林華醫師作

分析藥膳的起源，藥膳食療是

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

例會嘉賓，主題為「中醫與湯

中醫治療學的組成部份，以

腎，再者介紹如何辨證施膳選

「治未病」及病後調理的

擇材料，提供人們身體所需的

方法改善身體，現存最早

四季藥膳。令眾獅友對中醫與

的醫學巨著《黃帝內經》

湯水療法有更深的了解。

明確指出藥膳食療是治療

探訪匡智松嶺學校
2月24日上午，香港寶馬山獅
子會一眾獅友探訪匡智松嶺學
校，當日我們和該校學生一同
玩遊戲，過了一個愉快的上
午，中午飯時更和師生們一起
用餐和聊天，了解部份學生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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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重要一環，又講解

最後由會長黃自勇獅兄向林華

根據個人的體質選擇食物

醫師致送紀念旗，並與各獅友

的性味，五味歸經及入五

及嘉賓進行大合照，並以慶祝

臟的功能對人體的正面影

2月份生日的獅友作為晚餐例

響，四氣五味太過這對人

會的結束。

子會
香港沙田 獅Shatin,
Hong Kong

會長
關斯樂

資訊委員
賴偉聯

送暖行動之金雞賀歲新春探訪活動

2

月11日元宵佳節，香港
沙田獅子會會長關斯樂獅
姐、籌委會主席簡啟樂獅兄帶
領本會獅友及義工，齊齊到達
新田圍邨香港聖公會保羅長者
之家及牛頭角香港聖公會牧愛
長者之家進行親切的探訪及為
長者們提供康樂活動。當日蒞
臨出席活動的嘉賓有第一副總
監陳立德獅兄、拍打操師傅胡
奉珍女士以及各好友。感謝胡

奉珍師傅為長者們做健康拍打
操，眾獅友及長者都全神貫注
地學習；何應祥獅兄及Sulisa
獅嫂更攪盡腦汁設計簡單又有
趣的猜燈謎，動一動長者的腦
筋，長者們都爭著回答同雞有
關的有趣問題；籌委會主席簡
啟樂獅兄更是發揮渾身解數打
鼓助興；同時也非常感謝獻唱
粵曲李偉圖先生一人獨唱鳳閣
恩仇未了情釋演兩個角色，長

者們一邊傾聽、一邊拍和、手
舞足蹈！眾獅友還為各長者送
上福袋及派發利是，以示對長
者們的關懷和敬重。

有機農舍環保學習一天遊
為了促進家長與子女的溝通，
建立健康和諧的家庭生活。本
會於2月25日與東莞工商總會
張煌偉小學聯合舉辦『有機農

舍環保學習一天遊』的活動。
是次活動榮幸邀請到總監馮妙
雲獅姐，第一副總監陳立德獅
兄及第二副總監郭美華獅姐到
場主持簡單的開幕儀式。
本會會長關斯樂獅姐、活
動召集人何應祥獅兄、陳
仁獅兄等一眾獅兄與一群
學生、家長屬會獅友、義
工一起出席是次活動，與
此同時，讓一群小學生們

動手用堅硬的竹子自行制作竹
筷子，同時也讓學生們體驗農
耕生活學習保育過程並享受大
自然的心情，過程中鼓勵眾學
生親身學習，親手嘗試，藉此
學習環保意識懂得珍惜食物。
是次活動得到總監馮妙雲獅姐
高度的鼓勵，鼓勵學生們學習
過程中不怕困難，並要盡管去
嘗試，使到他們對有機農舍環
保產生濃厚的興趣！

第一副總監陳立德獅兄和第二副總監郭美華獅姐親善探會
本會於2月27日舉行香港沙田
獅子會第八次例會，例會由關
斯樂獅姐主持及報告會務，是
日邀請到三○三區第一副總監
陳立德獅兄和第二副總監郭美
華獅姐蒞臨親善訪問，與本會
獅兄獅姐共敘獅誼。第一副總
監陳立德和第二副總監郭美華

獅姐席間均詳盡匯報今年區會
的工作情況和對2017-18年度
他們的領導理念，宗旨及服務
對象，配合來年國際總會百周
年紀念而定下的服務範疇，希
望各屬會能積極參與。會議上
為各獅友解答了不少的提問，
使本會獅友獲益良多，共同度

過一個充實的晚上。

第二次區聯合晚餐例會及團拜
2月20日區會舉辦第二次區聯
合晚餐例會–向會長、秘書、
司庫致敬暨新春團拜聯歡會。
藉此例會特別向會長關斯樂獅
姐、義務秘書曾道平獅兄、司
庫賴偉聯獅兄致敬，感謝他們

在過去多個月來為本會會務作
出的辛勞服務及貢獻致敬。
增添新成員：恭喜鄒欣格獅姐
在是次晚餐例會中，進行莊嚴
的宣誓及飲獅子奶儀式，正式

加入了香港沙田獅子會大家
庭。在未來一齊抱著四出(出
錢、出力、出心、出席)，本著
獅子精神服務弱勢社群！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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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北區

獅子會
Hong Kong North

會長
曾向得

資訊委員
馬祥發

2016-2017年度會長盃高爾夫球賽

一

年一度之會長盃高爾夫球比賽已於1月24日假深
水灣香港高爾夫球會圓滿舉行。當日除本會獅

友參賽外，亦邀請有多位屬會會長及嘉賓參加，藉此機
會切磋球技及增進獅誼。
比賽結果是由前會長王淞霖獅兄奪得上九洞最佳成績獎
及最近洞獎；下九洞最佳成績獎則由前會長陳偉崇獅兄
奪得；會長曾向得獅兄奪得最遠距離獎；本屆會長盃賽
冠軍是由前會長梁璿曜獅兄勇奪。恭喜！恭喜！

一月份晚餐例會
本會一月份之例會定於1月24日舉行，當晚很榮幸邀請到博愛及仁愛堂總理郭志成先生蒞臨作演講嘉賓，
為本會獅友分享有關以改革開放初期在上海開拓事務的經歷。在此，多謝會長曾向得獅兄之悉心安排。

社會服務「賀歲迎春贈雞送溫暖」
由增煇藝廚主辦，本會協辦之

低收入人士及家

「賀歲迎春贈雞送溫暖」社會

庭，希望讓受惠

服務已於1月27日(年卅晚)圓

人士於歲晚增添

滿舉行。服務當日預備了超過

關懷。

四百多份熟雞及禮品派贈予
是次活動非常
成功，除很榮
幸邀請到第二
副總監郭美
華獅姐及深水

埗區議員鄭泳舜蒞臨作主

與。獅友們均十分享受服務的

禮嘉賓外，更要特別感謝

樂趣，在現場幫忙包裝福袋及

當日出席的十幾位獅兄、

做派送工作，氣氛熱烈，大家

獅嫂及嘉賓獅友的積極參

共度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下午。

金雞迎新春 - 香檳BRUNCH自助午餐
本年度新春團拜聯誼活動於2月12日在跑馬地香港足球會舉行。活動當日各獅友們除了互相祝賀及派紅封
包予幼獅之外；按照本會傳統習俗，會長曾向得獅兄亦代表本會派送紅封包予各位少獅及幼獅。當日現
場更有醒獅助興，增添新春節日氣氛。

第二次聯合晚餐例會 - 向會長、秘書、司庫致敬
3 03區第二次聯合晚餐例會–向會長、秘書、司庫致敬暨丁酉年新春團拜聯歡會，於2月20日假香港灣
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廳舉行。當晚會長曾向得獅兄聯同本會多位內閣成員出席；除支持區會活動之
外，亦可藉此與各屬會獅友聯誼及互相祝賀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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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鳳凰 獅Phoenix
Hong Kong

會長
袁林娣

香港鳳凰獅子會 - 海外(泰國芭堤雅)服務計劃

2

017年1月13-15日，泰國

作和享有正

芭堤雅服務項目籌委主席

常 社 交 生

葉莊少芳獅姐聯同三位獅姐代

活。本會數

表香港鳳凰獅子會前往泰國芭

年前在機緣

堤雅，探訪一所贈醫施藥的「預

巧合下認識

防及治療愛滋病」診所，同時

該所位於泰

將籌募所得的款項送贈予診所

國芭堤雅的

購買藥物，今次籌款捐贈該診

診所，經了

所原由於是項服務主席葉莊少

解後有感診

芳獅姐，在一個偶然機會下她

所內的病患

在電視節目中看到一名非洲女

者實需要我

孩的訪問，當中女孩萬分不幸

們伸出援助

是全家均為愛滋病患者，病患

之手，從而

使她對任何事都心灰意冷、做

開始發起籌

甚麼都不起勁，直至她發現原

募活動，希

來有藥物可以控制病情，只要

望盡一點綿

定時食藥便能得救，生活得以

力幫助病患者們，至今已進入

與本會再度合作，兩會社合

回復正常，女孩的人生亦因此

第三個捐助年度。

共捐贈1,000,000泰株給予該
診所購買藥物，另外，主席葉

而完全改變，她開始很努力工
在今次的籌

莊少芳獅姐再以私人名義加捐

募活動中，

150,000泰株。是次捐助的診

本 會 獅 姐

所由一位法國醫生多年前創辦

們籌得捐款

至今，他日以繼夜工作，勞心

500,000泰

勞力，目的是令每位病患者都

株，並同時

得到悉心照顧及病情控制，

邀 請 「 芭

因此救活很多需要醫治的患

堤 雅 鳳 凰

者及防止病毒傳播減少感染

扶 輪 社 」

機會。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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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 獅Tuen子 會Mun

會長
葉笑彤(梓怡)

資訊委員
呂宛恩

1 月 8 日【 送 暖 獻 關 懷 之 萬 歲 耆 英 共 聚 樂 融 融 2 0 1 7 】

本

會連續舉辦第十五屆
《萬歲耆英共聚樂融

融2017》假座九龍灣百樂門
國際宴會廳圓滿結束，此活動
目的是敬老護老，當日筵開65
席，招待多個團體長者出席，
送上關懷之餘，共度佳節。
當日提供精美午宴、送贈禮包

楓先生、吳君麗小姐及李麗霞

更為全場最年老的7位老友記

及獻上娛樂表演。表演嘉賓胡

小姐與在場長者共慶生辰，

派發利是，並於完結後送贈禮

大會主席

物及福米，令長者們滿載而

劉小惠獅

歸，愉快地度過樂融融的周

姐及會長

日。大會主席劉小惠獅姐與籌

葉笑彤獅

委會成員策劃數月而見成效，

姐與眾獅

甚感欣慰！典禮中非常感謝前

兄姐表演

國際理事文錦歡獅姐、屯門民

歌舞，場

政事務專員馮雅慧太平紳士、

面溫馨熱

眾嘉賓、區職員及友會會長等

鬧。當日

出席並與眾同樂。

2月13日
【第八次理事會及例會 暨 新春團拜及千人宴慶功宴】
大會主席劉小惠獅姐及葉笑彤會長設宴於尖
東帝苑軒。特舉行慶功宴及新春團拜以慰
勞各位的辛勤，藉以感謝會員們及共同慶祝
新一年的來臨，筵開兩席。是次活動得以成
功舉行，實有賴各位會員、獅嫂、青獅的支
持，眾人於熱鬧歡欣的氣氛中共聚獅誼。本
會亦感謝第十二分域主席蔡小平獅兄蒞臨本
會的會議，與獅友分享歡樂時光。

2月16日【屯門民政事務處嘉許計劃頒獎典禮】
本會獅友謝炎培獅兄獲頒發嘉許狀。由屯門民政事務處於典禮中嘉許熱心服務社會、建樹良多之熱心人
士，以表揚其致力推動社區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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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太平洋 獅Hong子 會Kong (Pacific)

會長
韋子邦

資訊委員
顧明仁

「獅愛一家」新春樂天倫

本

會自從2013年開始在每
年春節後舉辦「獅愛一
家」服務活動，由獅友們身體
力行參與炮製海鮮宴招待社會
上有需要的基層低收入人士。
去年我們接待了一班低收入的
獨居長者，今年我們接待了七
十多位來自香港灣仔和九龍長
沙灣的單親家庭。
三月四日中午出席服務的獅
友獅嫂們集合灣仔一酒家吃
午飯後分配工作，便一同到愛
群道的浸會愛群社會服務中心
百合谷餐廳展開預備工作。我
們把事前已訂購的沙巴龍躉、
生猛白海蝦及新鮮鮑魚等運送
到三樓的工作廚房清洗。平日
在酒家吃新鮮鮑魚沒有留意到
原來鮑魚是要花費很多工序去
洗刷才可以煮食。首先要除去
內臟，再用毛刷清潔鮑魚的表
面及兩側污垢，令它雪白的肉
得以還原。看來容易，說來簡
單，但由於我們沒有專用的鮑
魚刷，也非熟手技工，只靠小
小的牙刷去洗刷，弄了數分鐘
才洗刷好一隻鮑魚，確實搞
笑！幸好有多位獅友幫忙分工
合作，很快便把九十多隻鮑魚
清洗好。再用清水把龍躉和海
蝦也同時清洗乾淨，便運送到
樓下的廚房備用。看看時鐘，
原來已經四時了，離開五時半

的晚飯時間也差不多。
我們連忙把大圓枱面擺
設好，青獅也協助蓋上
枱布及安排座椅碗筷
等。部分獅友們協力把
大會活動背景掛好，負
責歌唱表演的獅友也忙
於調整音響，務求令每
一位出席嘉賓都可以清
楚聽到歌曲。已經包裝
好的福袋包也由獅友從
樓上送到會場。群策群
力，體驗獅子會合作服
務精神，一切都在預算
時間內完成。
約五時左右，單親家庭
也由社工帶領下到達
會場，按照大會安排的枱號安
坐。主禮嘉賓馮妙雲總監，陳
立德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第二
副總監及鄭炳龍第五分域主席
都準時於五點半抵達。主禮嘉
賓與獅友們一同唱獅子歌後大
會完成簡單隆重的儀式，晚宴
在六時正隨即開始。美味清甜
的廣東玉米甘筍老火湯，清蒸
肥美的白海蝦，特色的手撕走
地雞，炒翠綠清爽的瓜菜，令
人垂涎的新鮮鮑魚，兩斤重的
羗葱沙巴龍躉，石鼓洲甜酸苦
辣炒飯以及令到小孩子們眼睛
一亮的啫哩糖，為出席的單親
家庭帶來豐富的晚餐。有些家

獅友們預備包裝福袋

韋子邦會長與一眾獅友分派福袋
包給出席海鮮宴家庭

長不捨得吃鮑魚，把自己的那
份也給小孩吃，原因是他們從
來未曾吃過；聽了令人心酸，
也令我們明白到社會上確實有
不少人士需要我們多關懷。席
間我們還有BINGO遊戲及歌
唱。陳植森獅兄的電子琴伴奏
唱出多首中英金曲，小朋友們
也紛紛走上表演台與本會獅友
一同載歌載舞，盡情享受現場
的歡樂熱鬧氣氛。歡樂時光總
是過得很快，晚宴到了七時半
也要結束，各家庭在領取了每
人一個的福袋包後也踏上回家
的路途。
獅友們在收拾餐具後也開始晚
飯及對剛完成的活動作出檢
討，希望來年辦得更好；這也
是我們藉着服務去聯絡獅誼的
一種方法。

活動主席姚君澔獅兄、前會長楊俊昇獅兄及創會會長顧明仁獅兄在清洗新鮮鮑魚及由活
動主席姚君澔獅兄為單親家庭奉上新鮮鮑魚。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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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銀綫灣 獅Silverstrand

承

會長
謝香鶯

資訊委員
林婉雯

上蘭章兩篇（Vol 2 and Vol 4) Lion Connie Lam (林婉雯獅姐）撰稿後，又到本人學習學習了。
於2017年1月2月份，銀綫灣獅子會一如往常，絃歌不輟，精彩活動像畫卷迤邐開展在眼前。

(1) 2017/1/14，支持區會活

朝日，港口㶑灧清波，令人心

動《獅子行》，我們近20位會

曠神怡。中午時分，會長Lion

員聯同親友參加，不懼寒風刺

Rosita 請我們在馥苑品茗，我

骨、早上9:30即齊集於尖東市

等要兵分三路，因為部分人馬

政局百周年紀念花園，一同舉

須留守很受市民歡迎的「人體

步去表達主題：「獅子服務邁

繪畫」攤位及節目表演呢！

進新世紀」。沿岸翠影紅霞映

獅子行

(2) 2/13，區會<新會員研討

構、服務等。沿波討源，這些

睇會」的研討會，讓準獅友，

會>我會有5位參與，並獲頒出

資料十分實用，讓與會者更認

銀友「Srsd 獅子會之友」與獅

席証書。委員會馮主席及李副

識及了解獅子會。銀綫灣獅子會

友見見面、交換意見，藉此更認

主席，分別主講有關國際獅子

續後活動，來個"梅花三弄"(三步

識銀綫灣獅子會Srsd這個屬會的

會總會及303區會的歷史、架

曲)，將於3/4舉行一個名為「相

宗旨與運作，報名者有15+人。

(3) 2/15，《兒童及青少年粵劇

亦 有 撐 場 。「 粵 劇 」 作 為 香 港

可以順其道而助其功，披榛采

折子戲公開大賽2017》記者招

首個正式被列入《人類非物質文

蘭、協助提拔人才，在承傳文化

待會。會長攜同我這個小戲迷

化遺產名錄》的項目，希望區會

藝術上，"我們服務" 青少年。

(4) 2/20，區會聯合晚餐《向

會長、秘書、司庫致敬》。我

她活躍舞台上，一時扮演總司

們的會友非常支持會長及她的

令、一時當上女歌手，維肖維

領導團隊的，本會的獅兄獅姐

妙，堪稱多才多藝哩！！而秘

紛紛衷心向他們敬酒。平時已

書Lion Danny 如清風明月朗、

知會長Lion Rosita 的辦事能力

司庫Lion Sophia Ng 淑女才情

及效率是卓越傑出，當晚更見

高，是會長的最佳拍檔也。

(5) 2/24，《健康、我話事2016/17慶功宴》暨新春團拜，筵開四席、喜氣洋洋！！不但小朋友𢭃利是、
玩遊戲、耍刀弄槍；成年人也高高興興𢭃利是。多謝會長送每人「開工大利是」，語頌吉祥。祝福語當
然是「身體健康！」最受用啦，但願年年月月青春在、健康我話事、松柏常青、歡樂年年。
(6) 2/27，《Srsd 每月例會暨總監親善訪問》，很榮幸得總監
馮妙雲獅姐與第六分區主席鄺海翔獅兄親臨指導。對區會首
創主辦的「香港十大優質社會服務選舉2017」，會友特別關
注、查詢甚詳。總監（與六伯）一一耐心解答。總監還能博採
眾議，透露獅子會內本年度「最佳服務獎」得獎隊伍，可以與
此十大比賽得勝隊伍，同台接受頒獎，分享光榮與驕傲。

區會聯合晚餐

新年伊始、萬象更新。祝願我們這個充滿活力、動力、和潛力無限的銀綫灣獅子會，繼續多服務、也多
聯誼，獅誼永固、惠澤社群。
撰稿人：鮑少群獅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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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 獅Pearl子 會Island

會長
李美香

膳有善報2017耆英同樂慶新春

第

二分域聯合服務「膳有善報2017耆英同樂慶新春」活動於2月18日順利舉行。在路德會借出的寬
敞整潔大堂中，獅兄獅姐和義工們，與近200位公公婆婆度過一個開心的夜晚。當日在會長李美

香獅姐帶領下，本會獅姐精心準備了負責的菜式 - 白灼蝦及發財好市，聯同其他分會成員，奉上了8道色
香味俱全的佳餚美饌，極具專
業水準！憑藉各獅兄獅姐及一
眾義工通力合作，烹飪、傳
菜、上菜一氣呵成，看著公公
婆婆品嚐熱氣騰騰的美食之
時，也是大家忘卻疲勞、得到
最大滿足的一刻！

第二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
第二次全區聯合晚餐例會於2月20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舉行。當晚會長李美香、秘書洪懿慧及司庫梁靜兒獅姐獲
大會總監馮妙雲獅姐頒贈紀念品，以表揚過去一年為屬會
所作貢獻。適值新春佳節，各獅姐難得聚首一堂，互相恭
賀，接過財神後不忘來個大合照，祝願各人財源廣進，善
款滾滾而來。

三八婦女節暨晚餐例會
今日女性舉足輕重，對社會貢獻良多，明珠獅子會
更是少數女會之一，會內不乏商界翹楚，長袖善
舞。因此選定當日在中環潮江春舉行晚餐例會，同
時慶祝三八婦女節。當晚適逢第一副總監陳立德獅
兄前來探會，分享未來一年計劃及方向，加深彼此
認識。飯後更一起為創會會長陳蕙婷獅姐慶祝生
辰，可謂喜氣洋洋。

會長于歸之喜
恭賀會長李美香獅姐于歸之喜！細女鳳珊嫁得如意郎君！一對新人於3月26日假香港深灣遊艇會舉行婚
宴，一眾獅姐獲邀出席婚禮，為新人送上祝福。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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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淺水灣 獅Repulse
Bay Hong Kong

光

陰似箭，本年度已經過了差不多三分二時間了，在淺水灣獅子會的日子過得非常充實，服務及聚
會一個接一個，忙得不亦樂乎。直至這個月份，終於有一點時間為本年度餘下的時間作安排。

「獅子奇妙聖誕之旅」
12月份是一個普天同慶的聖

活動在找尋合適的場地實

誕月，作為一向以「服務」優

在遇到一點困難，可能真

先的獅子會成員，本會當然希

的是好心有好報，在大會

望趁此機會帶給相識多年的受

主席努力下，最終由深水

眾們一點溫暖及關心。因此，
本會第二副會長李輝榮獅兄於
2016年12月10日，為香港單

埗街坊福利促進會免費提

供了很好的場地，籌備工
作亦得以順利展開。

親協會的低收入單親家庭舉辦
了一個聖誕派對形式的服務活

活動當日於中午開始，為了令

人的一份子，實在是應該為浪

動。

活動更有氣氛，各受眾家庭到

費食物感到羞恥！所以這是一

場時，我們便先派發了聖誕禮

次難得的分享，特別是能為在

活動由李輝榮獅兄為大會主

物包給各人，小朋友們感到非

場的小朋友們灌輸了珍惜食物

席，小編有幸也成為籌委會其

常雀躍。節目方面，除了豐富

的重要意識，令這次服務變得

中一份子協助安排活動。該次

美食、聖誕老人派禮物、魔

更有價值。活動尾聲當然要大

術表演外，最有

派禮物，特別鳴謝幾位禮物捐

意義的就是邀請

贈者、我們淺水灣資深要員趙

了Super Panda

立群獅兄捐出利是，及Super

Asia一班成員來

Panda Asia捐出精緻飯盒給在

為大家分享珍惜食

場受眾們。大合照後，各家庭

物的資訊，香港

帶著禮物高高興興的回家！完

是世界廚餘數量

成服務，我們淺水灣各人的心

之冠，作為香港

情也特別愉快！

「淺水灣獅子會會員年度聯誼活動(Fellowship)」
只要有正能量，好事自然一件

第一次聯誼就選擇在2016年12

接一件！

月10日，於完成獅子奇妙聖誕

望大家生日快樂，身體健康！

之旅服務後，同日舉行。這次

在此小編再一次感謝各位獅兄

平日本會各會員除了會務，其

為大家安排了一頓豐富的九層

獅姐的支持，希望當晚大家開

實各人自身工作亦是非常忙

海鮮塔飯局。很高興本會各會

心及滿意安排。

碌，所以未必能參與全部會內

員都非常踴躍，更

活動。為了維繫及加強各會員

帶同家人參加。此外

感情及對本會歸屬感，作為第

12月份亦是趙立群

三副會長每年都會為會員舉辦

獅兄、黃綺珊獅姐、

聯誼活動(Fellowship)，而本

黃光耀獅兄、姜格文

年度就由小編擔當此重任！

獅兄、謝建星獅兄及
林偉豪獅兄的生日，

為了方便各本會會員，本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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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道為各人慶祝，希

會長
何家傑

資訊委員
繆雲龍

「淺水灣聖誕節派對」
一年一度本會重頭戲之一，為

傭人、機師

服務經費籌款的淺水灣萬聖節

等等....可謂

慈善派對因八號颱風關係，無

維肖維妙，

法如期舉行。大會主席第一副

應有盡有，

會長錢嘉瑋獅兄最終考慮安全

特別一提的

理由，果斷決定改期至12月16

是本會黃光

日，並更改為淺水灣聖誕慈善

耀獅兄的外

派對。

賣員造型，
真的「入型

雖然由萬聖節改為聖誕節，但

入格」，獲

都沒有影響各嘉賓、獅友和朋

得全場的讚
賞！節目內容方面，除

鳴謝我們台灣姐妹會的韋王文

了一向最受歡迎的現場

獅兄捐出現金獎，各人都滿載

樂隊伴奏唱歌環節，今

而歸。派對在一片歡樂笑聲下

年還增添了瘋魔全球的

於午夜結束。

「啤酒乒乓」遊戲供在
場人仕玩樂。派對又怎

在此僅代表淺水灣獅子會會

能沒有幸運大抽獎，今

員，向派對主席錢嘉瑋獅兄、

年抽獎的獎品是歷來最

會長何家傑獅兄及籌委會各成

名貴及豐富的，特別要

員付出的努力致萬分的謝意。

友的熱情，在此對一班多年支
持我們淺水灣獅子會的好友們
衷心說聲多謝。
派對於尖沙咀巨星舉行，今年
的主題是「制服誘惑淺水灣」，
一眾獅友們悉心打扮，制服角
色有外賣員、空姐、船長、馬姐

喜訊
1月份生日會員: 梁志成獅兄
A dv ertis eme nt

2月份生日會員: 莊秀民獅兄、劉迪琪獅兄
3月生日會員: 錢嘉瑋獅兄、鍾光耀獅兄、羅文佑獅兄、曾德華獅兄
在此代表淺水灣獅子會向以上生日獅友祝賀生日快樂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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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山 獅Red子Hill會

會長
陳雅之

資訊委員
趙玉娟

＜工作不忘娛樂＞，＜服務也不忘聯誼＞

本

會於2月25日舉行

穩，獨門秘技令平平無奇的

2017首個聯誼活動。

食物變得味道絕佳，丘獅兄
帶來的私人珍藏威士忌，整

我們在大埔大美督BBQ。除了

瓶售罄，大家都食到咀不

本會獅友，IPP還帶了嘉賓一

停。當天重頭戲是IPP蔡輝

同參加。雖然當天只有10度

雄獅兄帶來的鴨，即場表演

低溫，也沒有減退各獅兄獅姐

「Joe Joe燒鴨」。可以從

的熱情。我們下午二時開始在

相片中見到，睇落有大師傅

這清蔥綠野，群山連綿的燒烤

級數，食落就............唔洗

場燒烤，還有師傅親自教導獨

講野啦！

門燒烤方法。經師傅指導後，
本來叉不穩的豬排變得四平八

第三副會長 顏震宇

新會員感言
我很榮幸可以成為紅山獅子會

拉到現在才

的一份子，其實早在十多年前

正式加入這

已經參與獅子會的活動，只是

個大家庭。

一直都沒有立下決心加入，拖
在每次活動
中看到各獅
兄、獅姐都
是以無限的
熱誠，出心、出力、出錢為社

我希望往後的日子裏，各獅友

會 作 出 公 益 服 務，在羣策羣力

能夠對我多加提點，我定以大

的共同合作中，深 切 地 洋 溢 著

家為榜樣，發揮獅子精神！

團結精神，這一切種種，都是
值得我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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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友卓慧芬

子會
中區 獅Central

會長
蔡卓麗

耆英齊歡迎彩鳳

2

017年1月15日中區獅子會

的一班老友記亦粉墨登場，他

假紅磡海逸皇宮大酒樓舉

們穿上可愛動物衫表演舞蹈，

辦了本會一年一度的新春老人

音樂節奏明快，表演者身手敏

老友記們邊享用午宴邊欣賞我

派對，今次邀請了分別來自耆

捷，若不看長者的臉，定以為

們為他們預備的節目，活動完

康會、伸手助人協會、循道衛

是年青人在表演。多謝世藝書

畢時每位長者均得到本會送出

理灣仔長者服務中心、救世軍

畫會的老師及學員共10位成員

的福袋和利是，讓他們帶著我

南泰長者中心、聖雅各福群會

支持此次活動，為長者們即席

們的祝福和關懷回去，在此亦

以及基督教女青年會鯉景灣及

揮毫寫揮春，極受老友記的歡

祝願長者們有一個愉快健康和

西環長者中心約500位長者，

迎。

豐盛的人生！

黃婉貞獅姐。

一起共渡數小時歡樂時光。
很高興看到出席的長
當天節目豐富，除本會慈善之

者在整個活動中都充

星譚倩紅女士與馮妙雲總監合

滿活力，甚至有長者

唱粵曲外，還有西班牙舞（表

自薦上台唱歌和伴

演者美麗的服飾和優美的舞姿

舞，增添歡樂氣氛。

令我們大開眼界）、時代曲和

一如既往，90歲以上

粵曲演唱，也有玄學家梁葆

的長者（共20多位）

迅獅姐夫講解雞年流年方位吉

獲贈大利是，在此多

凶。此外，來自伸手助人協會

謝今次的大會主席何

葉鳳鳴獅姐撰稿

參與心光恩望學校活動
折翼的天使依然可以飛向夢想

光；同樣用愛捐贈一

的天堂。

份綿薄之力，用心去
伴你飛翔。

你會付出比常人更多的艱辛
與努力，甚至是一些事情看

這樣本會會長、創會

似平常，但是我們將用愛與你

會長和獅姐們 二月

同行，用心去修復你殘缺的翅

十九日參與了“天

膀；用愛去點亮更美好的嚮

倫樂聚慶新春 得得

往，用心去帶來一縷希望之

CHICK CHICK 賀
新春”活
動，來到了心光恩

超凡的愛心，所培養出的綠色

望學校。

奇跡。

表演，看似已超越

同樣閃耀的是獅子會的宗旨與

了其真實涵蓋的所

信條 ：熱心公益，忠於所事，

有意義，跳動的音

關懷與奉獻，竭誠服務，人溺

符與整潔的校舍，

己溺，樂於助人。秉承「我們

更閃耀著老師們用

服務」的獅子精神 。
陳玉芬獅姐撰稿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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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港 獅Hong子 會Kong (Mainland)

會長
張家驥

資訊委員
區婉珊

【「 港 」「 龍 」 倒 數 除 夕 星 空 夜 】 慈 善 籌 款 晚 會

本

會青獅與九龍塘獅子會青獅合辦了一個慈善籌
款晚會~【「港」「龍」倒數除夕星空夜】，本會

鼎力支持，張家驥會長率領了獅友到場參與，場面非常
熱鬧，就在當晚的倒數時刻，已為兩會籌得一筆可觀的
善款，將用作青獅本屆服務經費，祝賀青獅會長陳冰琪
及眾青獅成功完成了一個相當有意義的活動。

池畔燒烤聯歡晚會
本會亦趁著一月份例會後慶祝新年，一月十九日晚假座香港賽馬會跑馬地會所開會，當晚大家認認真真
開過理事會和例會後，急不及待要舉行池畔燒烤聯歡晚會，獅友一面享受燒烤美食，並在清幽安靜的環
境下談天說地，分享交流新一年的人生目標，祝願大家新年進步！萬事如意！心想事成！

香港視障視全人士協會舉辦午宴聯歡活動
轉眼又到農曆新年，本會第四度為香港視障視全人士協會舉
辦午宴聯歡活動，今次活動舉辦在元宵佳節，名為「新春團
拜慶元宵」，當日除了宴請該會80多位會員，籌委主席區婉
珊獅姐向各人大派利是，並向他們派發由會長張家驥師兄、
區婉珊獅姐及甘澳文獅兄贊助的福袋，還有青獅安排有獎
猜燈謎遊戲，我們並邀請到本會脊醫何梖榮師兄向他們講解
護脊常識。本服務能讓一群視障人士感受到社會對他們的關
心，大家共進午餐，一起體驗共融的意義。

新春團拜
二月份的例會正值在農曆新年

永固！獅運昌隆！日後盡情發

盡，最後還是要依依不捨地回

間，出席的獅友先來一個團

揮「我們服務」的獅子精神。

家去，我們都熱切期待下一次

拜，互相祝福，當然還有互派

例會中，還邀請本會區偉銓獅

的卡拉OK活動。

新年利是，在開會前會議室已

兄，為大家介紹醫院的新

充滿喜氣洋洋的氣氛。首先張

醫療電腦系統，讓大家認

家驥會長邀請了前總監張新村

識新科技帶給我們的方

指導獅兄為兩位準獅友徐敬良

便。晚飯後，是大家最

先生及張秀恩女士進行入會監

期待的卡拉OK環節，本

誓儀式，大家見證他們讀誓詞

會實在有太多「能唱」的

和飲「獅子奶」，有傳聞飲過

獅兄獅姐了，大家輪流獻

獅子奶會快高長大(我想應該是

唱，歌聲繞樑三日，一直

真的)。在此祝福新獅友獅誼

到夜深了，雖然意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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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荷李活 獅Hollywood
Hong Kong

會長
陳漢文

資訊委員
林榮填

雲南維修探訪之旅的特別聖誕服務

由

2016年12月22-29日藝

說：「在零下15度的雲南山區向

有一個能夠學習的圖書館。今次

術扶苗慈善基金會籌辦

山區幾千個小朋友教導「感恩」

「雲南維修探訪之旅」，我都覺

及香港荷李活獅子會協辦，陳

及「夢想飛翔」，派發助學金及

得幾開心。去 到 學 校 同 小 朋 友

漢文會長連同香港新民獅子會

物資有另一體會。」袁秀齡會長

玩耍的時

會長袁秀齡獅姐參加了「雲南維

說：「其實今次旅程都幾辛苦，

候，他們

修探訪之旅的特別聖誕服務」。

從市中心要坐個半小時車才到

真是天真

這個服務的目的是要去中國雲

格咱鄉，這裡的學生較為內斂

無邪，又

南山區香格里拉探訪「格咱鄉

含 蓄，但其實好聰明，只要給

會積極學

小 學 」。 除 了 監 察 運 送 大 量 有

多點鼓勵，他們都好願意嘗試。

習。對老

心人捐贈出來的寒衣、補暖物

到了學校，我們先把捐贈過來的

師們(包

資及其他物資過程之外，還為

書桌和座椅安裝好。這是我第一

括我們)

格咱鄉小學的學生添置及安裝

次鑽木做木工。另一批義工就把

都好有禮

新的書桌及座椅。 陳漢文會長

捐贈過來的圖書貼好，等學生

貌。」

域多利、香島、荷李活、鑽石、青馬、灣仔
六代同堂聯誼晚宴
2017年1月9日星期一晚上七時

會、荷李活獅子會、鑽石獅子

非常開心。由我上任會長開

正在中環的上海總會，在域多

會、青馬獅子會及灣仔獅子會

始，我會創會會長黎葉寶萍獅

利獅子會的領導下，香島獅子

聯合籌辦了「域多利、香島、

姐，極力想我們籌辦友會聯誼

荷李活、

聚會，到今天「域多利、香

鑽石、青

島、荷李活、鑽石、青馬、灣

馬、灣仔

仔獅子會兩代六會聯合會議」

六代同堂

終於實現了。原來上一次的「六

聯 誼 晚

聯合會議」活動已經是16年前

宴」。陳

了！今晚一班兄弟姊妹非常開

漢文會長

心大家互相認識互相了解，我

說：「今晚

們更加行前一步！

共 建 《 深 》《 情 》 在 蘇 屋
為了配合蘇屋邨即將落成，由「香港荷李活獅子會」主辦，「明愛
鄭承峰長者社區中心 」、「救世軍」、「新生精神康復會」、「家
居維修義工協會」及「香港復康力量會」，「共建《深》《情》在
蘇屋服務」繼續「開工」。直到2017年2月28日已經完成了800多
個個案。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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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鑽石 獅Diamond
Hong Kong

會長
麥偉玲

資訊委員
林廣安

2016-2017年區職員到訪本會

2

017年3月14日的理事會及例會，本會很高興
歡迎本屆幾位區職員到訪，有總監馮妙雲獅

姐，第一副總監陳立德獅兄，區司庫王恭浩獅兄
及第四分域主席黃偉良獅兄。
各位介紹其對獅子會理想，競選政綱，並增進認
識與本會獅友交流；當天還有尖沙咀獅子會黃明
同獅兄，港南獅子會黃愛玲獅姐陪同出席，前獅
友曾志强也出席參與晚膳，令當晚獅友共聯誼，
分享一個愉快的晚上。

2016-2017年度六代同堂聯合晚宴
2017年1月9日本會獅友參與六代同堂聯誼晚
宴活動，當晚由母會域多利獅子會，香島獅子
會，香港荷李活獅子會，香港鑽石獅子會，香
港青馬獅子會，香港灣仔獅子會，六會聯合舉
辦六代聯合晚宴，當晚本會會員與馮妙雲總監
合照。

本會會員一月份生日獅友
本會創會會長鮑幗潔獅姐一月份生日，全體獅友出席慶祝其在Hong Kong Country Club 舉行的生日晚
宴，當晚筵開多席氣氛非常高興熱鬧，每位都有豐富禮物及利是，她亦另外贈送利是給一月份生日的黃
星軒獅兄，湯紹裘獅兄，林健明獅兄，黃宏達獅兄等獅友。

參與303區會
第二次聯合晚餐例會

獅友出席區會新春團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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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青馬 獅Tsing
Ma

會長
鄧國威

資訊委員
陳中正

青馬紅獅迎金雞

2

月24日，青馬一年一度

司儀何偉

的新春聯歡晚宴─「青馬

民獅兄及

紅獅迎金雞」！獅兄獅嫂青獅

青獅會長

久別相聚，特別高興，大家興

黃承惠，

緻勃勃地換上了紅色衣服及飾

她是香港

物，來到了灣仔海港薈，準備

電台節目

開心地玩一晚！

主持，兩
青馬獅兄、獅嫂、青獅，喜氣洋洋聚首一堂

位合作火
今年的司儀陣容強大，有金牌

花四濺，氣氛熱鬧，歡聲四
起！另外，大

戲、瘋狂抽獎......等等，令大
家樂而忘返！

會的節目內容
也包羅萬有：

在此特別感謝籌委會為大家

財神下凡、魔

帶來這麼多豐富節目，美酒

幻奇情、冧歌

佳餚，再配合紅酒香檳，和精

妙舞、青獅賀

緻的抽獎禮物，大家都盡興而

歲、爆笑遊

歸！

籌委會祝大家雞年身體健康、獅運亨通！
左起：上屆會長羅肇國獅兄、第二副會長呂慕選獅兄、第一副會長梁
偉宣獅兄、前會長許樹棠獅兄、會長鄧國威獅兄、前會長何偉民獅兄

青少年人生之旅 2017
2月18日，何偉民獅兄邀請了

會園舉行，本會何偉

有廿多年的訓輔經驗的楊麗燕

民獅兄作導師團團

老師來為獅友作導師培訓。這

長，陳中正獅兄及呂

次的講座主題是“Y世代的溝

慕選獅兄作糾察工

通 技 巧 ”， 讓 獅 友 們 知 道 Y 世

作。當日共有330名

代孩子的不同（不同的成長背

學生參加，170多名

景、不同的人生方向、不同的

青獅協助及50多名獅

價值觀），也會分享怎樣可成

兄作導師輔導學生及

功誘發他們去問、去講。

分享人生經驗。參加
者都很投入參與和踴

3月4日及5日，青少年人生之

躍分享得著，這個服

旅由第三分區主辦，在粉嶺浸

務十分有意義！

早晨，開工了 !!

撰稿人：陳中正獅兄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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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特區中央 獅Center
Point H.K.S.A.R.

探訪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詔安縣西潭小學

1

月5-7日本會獅友們由大

當中重頭戲當然是探訪小學，

時雙方依依不捨，唯有期望下

會主席周靄儀三副會長牽

首先我們走進課室與學生們互

一年的重聚。

頭並由前會長李志強獅兄及陳

動，及後更與小學

小玲獅姐作領導，帶領獅友一

老校長吳淑謙、現

行七人：會長王浩然獅兄、第

校長鐘惠榮暢談教

一副會長李垣錦獅兄、鄭鎮東

學理念，校長亦分

獅兄、李玉章獅姐進行一年一

享近年的學校佳

度跨省探訪由我會自資興建冠

績，獅友們出心出

名的香港特區中央獅子會詔安

力出席，得知其辦

縣西潭小學。

學成果十分感動，
最後我會進行簡單

三日兩夜的福建省行程豐富，

的捐款儀式，離校

[獅情。長意] 敬老日探訪活動
籌備近半年時間，本會再度聯

今年天公造美，早

同三間長者地區中心，分別是

上眾人準時到達

聖公會聖匠堂長者地區中心、

蔡功譜中學會場集

香港聖公會樂民郭鳳軒綜合服

合，聆聽社工簡介

務中心及東華三院黃祖棠長者

探訪須知後，誓師

地區中心合作，於2月19日(星

出發。當天非常感

期日)舉行[獅情。長意]大型獨

謝本區其中三位最

居長者探訪活動。本會一共招

高領導：總監馮妙雲獅姐、區

會服務總監羅潔瑩女士、獅子

募了600位義工，來自不同的

秘書區玉瑛獅姐、區司庫王恭

會第九分域主席吳英傑獅兄、

年齡，探訪九龍城區近600位

浩獅兄齊齊出席支持及指導，

香港童軍總會何文田區區總監

獨居長者，新年過後也送上愛

以本會第二副會長何宇軒獅兄

黃冠生先生、活動永遠榮譽顧

心福袋，令受惠者更添溫暖。

作活動籌委會主席統籌，亦承

問盧麗娟女士、活動親善大使

今次探訪活動亦是向長者義工

蒙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專員

袁鳳瑛女士蒞臨主禮！

致敬。

黃燕儀女士、九龍城區議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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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潘國華先生MH、九龍

被探訪的長者收到義工送來的

城區議員丁健華先生、

福袋及親切的慰問與關懷都很

東華三院(九龍城/油尖

感動，義工們更為長者作現況

旺/觀塘)區域主任何玉

的問卷調查，方便社工日後跟

眉女士、聖公會聖匠堂

進！各義工的探訪工作直至下

社會服務總監袁偉瑜女

午2時圓滿結束，再次感謝各

士、香港聖公會福利協

界支持。

會長
王浩然

資訊委員
梁仁富

「金曲妙韻獅子心」籌款
3月18日「金曲妙韻獅子心」籌款及服務活動於培正小
學錢涵洲大禮堂順利完成，全場爆滿，是日超過四百位
長者過來聽。本次大會主席、本會一副會長李垣錦獅兄
帶領籌委會一班兄弟姊妹經過大半年的努力，大家分
頭行動。一邊籌集善款、一邊邀請嘉賓歌手、舞蹈小義
工，另外更四處搜羅派發門票嘅渠道。多謝音樂總監黃

惠光先生為大會提供專業嘅音響服務。一夥人、披頭
四、美玲國華一開始更是二話不說爽快答應義唱。

另外，主席的中學師姐協助邀請神秘嘉賓劉威煌先生；
第三副會長周靄儀獅姐協助邀請胡楓先生；
李志強前會長協助邀請另一位神秘嘉賓黑妹李麗霞小姐；
區秘書區玉瑛獅姐協助邀請新進組合Fantaz；
連主席的未來獅嫂也出動帶領偵探小義工等等(數之不盡⋯)
亦要感謝多個贊助表演單位：
包括區司庫王恭浩獅兄贊助區總監馮妙雲獅姐獻唱；
會長王浩然獅兄銀贊助自己及朋友江佳憶小姐獻唱；
前會長胡家偉獅兄銅贊助獻唱；
前八叔張衛獅兄銅贊助獻唱；
鄧少輝獅兄銅贊助、
以及九龍城民政事務局、九龍城區議會、童
軍、救傷隊、培正小學、盧麗娟女仕、白健路
先生... 的鼎力支持！
感謝Barry 麥宇陽獅兄專業攝影；
亦感謝台上生鬼司儀郭文軒獅兄。
本次籌款大賽冠軍為李志強前會長，亞軍為郭
文軒獅兄，雙季軍為區秘書區玉瑛獅姐、前區
秘書張麗華獅姐，殿軍為本會會長王浩然獅
兄。
A dv ertis eme nt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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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香港千禧 獅Hong子Kong
Millennium

會長
冼兆龍

笑語暢談話心聲，歡樂盡在獅誼情

每

年一次的千禧獅友及

長明獅兄，不遺餘力的組織及

家屬都會有一次聚

推動，眾千禧獅友感謝他們的

會，於2016年12月聖誕前，

辛勞。

本會舉行了一次聖誕聯歡會，
邀請獅友連同家人出席，大家

2017年2月17日（週五），是日

很高興的濟濟一堂，舉杯暢

天高氣爽，清風隨來，本會獅

飲，分享美食。此聚會的重點

友大會主席洪永如獅兄於一年

是給獅友的家人互相認識及明

前已預約好參觀大埔慈山寺，

瞭獅友不停的出席活動主旨是

獅友早已知悉此寺內寧靜安

什麼，更顯示獅友間的高誼隆

逸，建造優雅閒情，觀音像塑

情。今年在深灣遊艇會會員餐

造宏偉超然，可置人於繁燥生

廳舉行，出席獅友及家人共有

活中心情平伏，故特意讓獅友

60人。在此多謝下屆候選第二

及家人再一次相聚以聯誼。

心魔，因沒有體諒別人的心
態，故放不開內心矛盾。眾獅

副總監王恭浩獅兄蒞臨拜訪及
講述他的政綱，更能與本會獅

眾獅友二時在大埔火車站集

友聽罷心情確是安靜，再漫遊

友不分彼此，盡訴心中情，歡

合，乘籌組獅友安排的旅遊

寺內的建築及佈局，詳情待有

樂豪談，友誼是須見面。本會

巴士，約20分鐘車程便到達

興趣者自己尋找。參觀完了約

會長冼兆龍獅兄及大會主席鄭

寺門，進入後導賞員先帶領

好出寺時間，確有幾位獅友及

進入地藏

家人遲遲未出現，只因靜修可

殿，講解

以忘我，不知時間飛逝。出寺

了人與人

後有部份獅友留下到三門仔茶

之間的不

聚，閒坐花間說回顧，半緣共

和，常為

融半緣君，茶聚後會長冼兆龍

少許事情

獅兄更邀獅友晚飯，誼情如手

而吵鬧爭

足，人生何求。

執，只因
陳德興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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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維港 獅Harbour
View

會長
簡榮耀

新春團拜

維

港獅子會大家庭於

務方向及計劃內容，獅友們獲

獅友與嘉賓們亦參與多項遊

2 0 1 7 年 2 月 1 7 日 舉 行

益良多，而當晚總出席人數更

戲，使出混身解數以贏取豐厚

本年度獅友新春團拜，當日除

逾50人，場面熱鬧，一同喜迎

的獎金，場面熱鬧又溫馨，而

了廣邀親友出席外，亦有幸邀

新春，喜氣洋洋。

會長簡榮耀獅兄更除了大派大

得第一副總監陳立德獅兄及影

利是外，更送出名貴足金擺設

視明星祝文君小姐，親善拜訪

當晚，獅友及親友亦十分高興

及抽獎禮物，帶給獅友們無盡

本會。而總監出席的同時亦向

能收到由會長簡榮耀獅兄、第

驚喜，令整晚節目生色不少。

本會獅友細心講解了世界總會

三分區主席暨本會創會會長馮

最後，一眾獅友合影留念，而

與303區會本年及來年度的服

翠屏獅姐的大利是外，而當晚

晚宴在一片歡笑聲圓滿結束。

2016-17年度第八分域服務計劃 學童護眼樂繽紛
由本會所屬的分域聯合舉辦的
服務活動「學童護眼樂繽紛」
已分別於2月11日假油蔴地天

油蔴地天主
教小學及土
瓜灣保良局

主教小學及2月25日假土瓜灣

林立燦小學

保良局林立燦小學順利完成。

協辦。

活動由第八分域屬會共同合

大會有幸邀

辦其中包括: 香港獅子山獅子

得第一副總

會、香港中港獅子會、香港荷

監陳立德獅

李活獅子會、維港獅子會及香

兄、第二副

港東方之珠獅子會，活動並邀

總監郭美華

得睛彩慈善基金聯合主辦以及

獅姐、睛彩慈善基金主席楊鳳

眼的方法及知識。

儀醫生、創會會長周伯
展醫生等出席活動並擔

而本會出席的獅友包括: 會長

任主禮嘉賓。 而二場

簡榮耀獅兄、擔任活動司儀的

活動合共為逾200名小

陳達人獅兄、何賢忠獅姐以及

學生提供了免費的眼科

協助驗眼的黃鳳蓮指導會長、

檢查，目的希望藉著活

前會長冼慧詩獅姐、方洛偉獅

動為在學兒童提供檢驗

兄、余綺敏獅姐以及余華強獅

並且向家長灌輸兒童護

兄等。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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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亞洲 獅Hong子 會Kong Asia

會長
黃靄兒

慈善金曲晚宴

本

會於2017年3月21 日，假座北角海
逸君焯酒店宴會廳舉行慈善金曲晚

會，為本會籌務活動經費。當晚大會邀請了
極具人氣的街頭歌手Judas Law，及老牌歌
手Joe Junior 獻唱金曲，並佐以美酒佳餚，
本會獅友Anthony獅兄為善亦不甘後人，上
台一展歌藝。是次慈善金曲籌款晚會扣除成
本後，為本會籌得約二十萬元善款。

亞洲送暖情人節
本會會長黃靄兒於2017年2月14日，偕同多位獅友及
青獅，前赴深水埗麗安邨雲華護理安老院，進行親善探
訪，與一眾長者歡渡情人節。活動於下午2時至4時舉
行，共有30位長者聚首在活動室，與我們一起進行多
個小遊戲，分享情人節蛋糕及西式點心。及後，獅友們
還去探訪因行動不便而留在房間的長者，向他們致贈紀
念禮品及毛巾花，而活動亦在一片歡欣的氣氛中圓滿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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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香港灣仔 獅Wan子Chai,
Hong Kong

會長
鍾慧賢

資訊委員
何淑雲

傳承愛 展義彩

社

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推廣
義工服務協調委員會的義工

嘉許禮在2017年1月21日舉行，今年
的主題為『傳承愛 展義彩』，當天表
揚義工們在過往一年所作出的服務及
貢獻。當天出席的義工數以百計，香
港灣仔獅子會能成為其中一份子實屬
榮幸，期望在2017年繼續服務更多
有需要的人士。

丁酉年獅心新春關愛盆菜宴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第五分域聯合服務於2017
年2月11日在觀塘的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禮堂舉
行『丁酉年獅心新春關愛盆菜宴』，參與的屬會有北九
龍獅子會、香港觀塘獅子會、香港太平洋獅子會、香港
灣仔獅子會。當天接待480多位坊眾吃盆菜、席間又有
表演節目，會長鍾慧賢獅姐更穿上財神服裝、大派利是
及送上祝福。當天各位獅友盡情服務、並且過了一個非
常充實的下午。

總監及第二副總監 參選人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又到303區新領
導班子選舉的時刻，總監參選人陳立
德獅兄及第二副總監參選人王恭浩獅
兄在2017年3月1日一同出席本會例
會，並且各自講述政綱及理念。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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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銅鑼灣 獅Causeway
Bay

銅

會長
羅運萍

資訊委員
陳泊廷

鑼灣獅子會與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合作的服
務計劃獲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該計劃名

為「暖 LOVE LOVE 糖不甩」，旨在集結一班有心
人在青衣區為長者編織支援網，透過不同服務，為社
區添上濃濃的人情味。2017年2月18日，獅友們和合
作的長青松栢中心督導主任韓姑娘及單位主任高姑娘
開會，商討合作細節。
撰寫員：黃建明獅兄

回顧本會服務於2015年時舉辦

數位長者的篩查結果呈陽性，

關愛，由接受大便隱血測試到

的大腸癌普查服務，銅鑼灣獅

隨即獲303區資助進行內窺鏡

手術治療只用上短短3星期便

子會與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長

腸鏡檢查，最後發現一位長者

完成，現在該長者的健康情況

青松柏中心合作，為100位長

不幸患上第二期大腸癌，感恩

理想，病情並得到監察。

者完成了大便隱血測試，當中

的是該長者得到家人的支持和

第18分域聯合服務–群獅齊

姐、葵盛居民服務協會何國華

導演及邵姐姐分別和參加者分

獻端 丁酉笑啼 「媽咪俠」 電

副主席及浸信會愛群社會服

享拍攝「媽咪俠」的趣事及心

影聯歡會在2月25 日完滿結

務處朱安莉小姐。儀式前，高

得。

撰寫員：譚潔儀獅姐

束。當天由大會主席第18分
域主席陳淑芬獅姐，帶領4間

是次活動共招待400位來自基

屬會進行服務活動，包括–葵

層家庭的人士及長者。而銅鑼

青、銅鑼灣、香港太陽和香港

灣邀請葵盛居民服務協會和基

炮台山。主禮嘉賓有總監馮妙

督教香港信義會葵涌地區支援

雲獅姐、著名導演高志森先

中心的會員來參加是次活動。

生MH、第一副總監陳立德獅

電影結束後，大會安排福袋贈

兄、第二副總監郭美華獅姐、

送給到場的參加者，裡面有

南葵涌社會服務處周奕希議員

米、飲品、食物、藥品之外，

BBS JP、著名藝人邵音音姐

還裝滿了獅友們對他們的愛。
撰寫員：羅運萍獅姐

這個雞年，銅鑼灣獅子會於二

多謝他們在百忙中撥冗出席，

盛宴。當晚氣氛歡愉，大家均

月份例會後，舉行了丁酉年

與我們共敘一堂、享受豐盛的

享受了一個愉快的晚上。

2017春茗晚餐，除了獅友，青
獅和家屬出席外，還有母會中
區獅子會的創會會長何麗貞獅
姐及2016-2017年度會長蔡卓
麗獅姐。

撰寫員：陳泊廷獅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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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香港半山 獅Mid-Levels,
Hong Kong

「天雞報喜迎萬福

雞

會長
羅柯淑慧

資訊委員
謝月娥

樂聚盤菜賀豐年」

年剛始，香港半山獅子會於二○一七年二月十八日(星期六) 假元朗天水圍綠田園舉行廿十五席敬老
盤菜宴。取名「樂聚盤菜賀豐年」的敬老服務，寓意「大家歡歡喜喜地聚首一堂吃盆菜，吃過盆菜
各位都有一個豐盛快樂的一年」。

「天公造美喜奏樂

福澤香江年連年」

當天為農曆正月二十二日(雨水)，但太陽伯伯卻不吝嗇燦爛笑容，吹哨著微風，陽光普照，春回大地，有
意為這項服務帶來溫暖。服務於下午一時半開始招待，但準備工夫在早上九時已展開。香港半山獅子會
的獅姐們，各自分工合作，張燈結綵，把一遍綠悠悠場地佈置並掛上紅炯炯春節賀歲裝飾物件，與紅色
為主題佈置的舞台相互輝映，迎春氣息滿溢。 [福袋] 是不可缺的禮物包，寓意福袋福代，福袋人人。今
年的 [福袋] 禮品十分豐富，每袋的十份禮物， 寓意十全十美。
逾兩小時的準備工作過程，眾獅姐極為投入，驟看如勤勞的小蜜蜂，穿插盤菜宴場地不停工作。下午一
時三十分，二百位分別來自鄰社輔導會及惜食堂的獨居長者如貫入席，總監馮妙雲獅姐認真比面，很早
便到達會場，在儀式還未正式開始，即興率先上台高歌三首為大會助興，令各參與的哥哥姐姐十分興
奮。 感謝總監馮妙雲獅姐，第一副總監陳立德獅兄，第二副總監郭美華獅姐，區司庫王恭浩獅兄，第一
分域主席陳健明獅兄，中區獅子會會長蔡卓麗獅姐百忙抽空出席支持。
今年有幸獲得 Pernod Ricard 大力支持，成為冠名贊助商，副總
裁 Mr. Cyril Sayag 在台上以流利普通話向長者拜年祝福，尊重中
華民族傳統文化，可見一斑。非常難得我們的服務也感染了多位
同事，出錢出力出席當日服務，融入其中，對我們的安排和投入
讚不絕口。 期望本會敬老服務項目能與Pernod Ricard成為長期合
作伙伴，透過半山獅子會，將愛惠及社群。
來自瑪利灣學校的中學部女獅隊為娛樂部份揭開序幕。鑼鼓一
嚮，靈獅起舞，在座觀眾無不拍手大讚 [巾幗不讓鬚眉]。 精彩節目隨即連連編列送上: 獅子之友 Ms.
Selina U 獻唱懷舊歌曲，自小有讀寫障礙的年青結他手Wilson Yung帶領獅姐們合唱賀歲歌曲，哥哥
姐姐亦被邀上台載歌載舞。視障女歌唱家簫可欣小姐為席上嘉賓，被高漲的氣氛感染，高歌了兩首中文
歌，歌聲繞樑三日，在場人士聽出耳油。
適逢今年雞年，溫慧雯獅姐更粉墨登場，身穿扮雞套裝，變身成可
愛的小雞，說著雞語連篇---- 咯咯咯---新春快樂，司儀代她翻譯雞
語向長者拜年，引來全場哄堂笑聲，長者更借用司儀翻譯雞語言向
她回敬說------咯咯咯---真好雞呀！
一個有意義週末，讓200位長者返老還童，精靈乖巧，爭相回答猜
謎遊戲和上台展亮歌喉，公公婆婆肚子滿足了！心靈富足了！每位
長者除獲贈福袋一個外，還有一份檯獎，一封利是，一個特別由視障朋友手製的吉祥汽球一枚。當他們
離開時，臉上掛著笑容，向獅姐們揮手道別，臨別依依，仿如跟摰友話別，此情此景，回憶永載！
特別為雞年首個
服務項目寫出一
首七言藏頭藏尾
詩，表達對各方
人仕及社會的祝
福。

樂
聚
盤

天 公造美喜奏樂
雞 鳴報喜人共聚
報 效社群福滿盤
喜 氣洋洋盆盤菜
迎 春接福齊慶賀
萬 事如意歲歲豐
福 澤香江年連年
撰犒人：謝月娥獅姐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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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香港壽臣山 獅HK 子Shouson
Hill

會長
沈顏

資訊委員
譚綺華

金雞報喜敬老賀新春

香

港壽臣山獅子會每年

姐擔任副主

都舉辦不同類型的長

席，在他們

者服務，而新春敬老服務亦已

的悉心安排

連續舉辦多年，今年是第三次

下服務已於

與張祺騰議員合作在油塘區舉

2月12日在

辦敬老活動。是次「金雞報

福建中學附

喜敬老賀新春」由麥宇揚獅兄

屬學校順利

首次擔任大會主席，關美儀獅

完成，30多

位義工和獅友們同心

不斷，所有人都樂在其中。

傾力付出，令到服務
取得大大的成功。

再次感謝馮妙雲總監、陳立德
第一副總監、郭美華第二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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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我們招待約400

監、立法會議員柯創盛MH, 民

位65歲以上的長

政事務署趙廣堅先生、觀塘警

者，新春歡樂攝影

民關係主任陳雪卿女士、第三

為長者留下喜慶照

分區主席馮翠屏獅姐和第九分

片，而豐富的表演

域主席吳英杰獅兄出席主禮，

節目以及3位財神的

同時亦感謝獅友贊助禮物和現

溫馨祝福和派發新

金贊助。期望壽臣山的新春敬

年福袋都為老友記

老服務每年都能圓滿成功地為

們種下無數歡樂的

老友記們於新春佳節送上喜樂

種子，令活動笑聲

與祝福。

子會
香港深水埗 獅Sham
Shui Po Hong Kong

會長
楊廣源

深獅敬老喜迎春

臨

近新春佳節，這個隆

同小異：米、臘味包、頸巾、

是以往的一公斤米變為兩公斤

重、熱鬧的傳統節

罐頭、面和粉絲等等，以及小

米，使各老友記更加豐滿而回

日。本會舉辦了"深獅敬老喜

小心意新年利是，最不同之處

過新春。

迎春"敬老服務，預早為一班
老友記迎接新春。當日活動在
石硤尾服務設施大樓舉行，多
謝總監出席，及一班獅兄、獅
姐、青獅及義工朋友到來幫
手，令今次的敬老服務能圓滿
成功；總監，獅姐及義工為老
友記上台高唱粵曲，帶歡樂給
老友記，使活動更生色不少！
今次派贈的福袋同以往都是大

新春團拜兼例會
2017/02/10是本會的新春團拜兼例會，很
高興香港深水埗獅子會的獅友、獅嫂及青
獅出席，大家能聚首一堂、聯誼一番。同
時今次亦邀請了第一副總監陳立德獅兄探
會並向我們介紹政綱，以及邀請了獅子會
國際基金會委員向我們作出介紹。

第二次聯合晚餐例會暨新春團拜
本會很高興出席區會於2017年
2月20日舉行的新春團拜，與
眾屬會獅友互相拜年，聯繫獅
誼。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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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香港新時代 獅Hong子Kong
New Era

會長
劉美琪

資訊委員
簡裕童

第二分區服務「不留痕」郊野環保推廣計劃啟動禮

第

二分區服務「不留痕」

little better than you found

郊野環保推廣計劃啟動

it." 你的每一個

禮邀請了環境局局長黃錦星主

舉動，每一份

禮，本次服務意在讓市民更深

善心，每一分意

一層認識郊野環保，讓更多的

識，都能影響和

人一起執行並落實環保計劃。

改變社會。樹立

本會一眾獅友出席參與支持，

環保意識，投

用實際行動去推廣環保。通過

入環保的實際行

本次服務，大家記住了這樣的

動，刻不容緩，

一句話，"Leave this world a

香港的持續發

展，你可以出一分力！

獅子行2017
「獅子邁進新世紀」
一年一度獅子行2017，幾百位獅子之友沿尖東海旁步行
籌款，為2017~18 服務基金準備！香港特區政府食物及

衞生局高永文局長為主禮嘉賓鼓勵獅子會繼續多做跟健

康環保有關的服務，服務市民，繼續發揚「我們服務」
的精神。本會獅友積極參與，在同行中結識好友，互相
交流，希望為本次籌款出一分綿力，為來年獅子會服務
社會貢獻一份力量！

「獅子愛心薑餅人派對」
香港新時代獅子會在東涌

墨登場扮演聖誕老人大派禮

YMCA服務中心舉辦了「獅子

物，每位小朋友都得到了喜歡

愛心薑餅人派對」。本會一眾

的禮物。除此之外，本會第二

獅友與一群可愛的小朋友製

副會長陳紹聰獅兄還為本次活

作薑餅曲奇，大會還準備了豐

動設計和製作了漂亮的橫幅，

富的遊戲和節目，希望能帶給

為本次活動增添了不少氣氛，

小朋友一個快樂難忘的聖誕派

小朋友們度過了一個歡樂愉快

對。本會獅友Calvin Yu更粉

的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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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香港炮台山 獅Hong子Kong
Fortress Hill

香

會長
董美

港炮台山獅子會於
2017年1月15日(星

期日)舉辦『羣獅為膳與愛童

行』慈善步行籌款活動，為浸
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的「開飯
服務」籌募經費，為社區內基
層家庭提供優惠飯餐，以及親
子、就業、兒童發展及情緒等
方面提供支援。
點，右轉入港島徑第一段，前

華獅姐、第18分域主席陳淑

活動分兩個組別均由山頂廣場

行至龍虎山觀景台前，左轉沿

芬獅姐、前國際理事文錦歡獅

出發，一為親子線沿盧吉道繞

盧吉道返山頂廣場。

姐、區會職員及各獅兄獅姐皆
冒著風雨出席，參加者全數報

太平山頂一圈，返山頂廣場為
終點;另一為健行線沿薄扶林水

活動當天天氣驟變、寒冷及煙

到，儀式如常進行，炮台山會

塘道行至港島徑第一段的交匯

雨迷濛，獅友們正擔心行山

長董美嬅獅姐致謝詞後與90

善舉人數大

多歲最年長的祥毛叔叔響鑼出

減，但喜出

發，善心者無畏風雨勇往向

望外地邀請

前，沿途有義工引路及路牌指

到獅子會總

引，以確保安全，鼓勵打氣，

監馮妙雲獅

在聖約翰救傷隊及香港交通安

姐、第一副

全隊協助下，參加者安全完成

總監陳立德

路程，所籌得善款達38萬，使

獅兄、第二

炮台山各獅兄獅姐皆十分振奮

副總監郭美

及增強投入社會服務的信心。

中國港澳303區青年拓展及禁毒警覺委員會
YODAC主席李和招獅兄安排於2月11日(星期六)情
濃暖意賀新春，探訪香港戒毒會位於沙田大圍的成
年婦女戒毒中心，我會司庫及身兼 YODAC 委員陳
淑君獅姐聯同炮台山獅友，陳麗貞獅姐，伍鳳瓊獅
姐，周燦強獅兄一同出席參與，活動中李錦榮獅兄
表演結他及與眾獅友歌唱助慶。為正在戒毒人士，
發放正能量；無論前路有多麼艱辛，都總會有人支
持他們繼續前行。
扶康會屯門潔康之家於2017年2月11日舉行春茗，會長董美嬅獅姐聯同范惟耐獅姐及謝瑞深獅姐一同出
席並致送了平板電腦及一些日用品給該會。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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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又一村 獅Hong子 會Kong Yau Yat Chuen
《愛心傳異域 送炭到泰北2017》

香

港又一村獅子會，半

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水塔，供應整

山區扶輪社，香港九

個大同中學，而不再有缺水的

龍總商會，麥羅武慈善基金，

問題，未來我們將教育孩子，

3月27-31日五天的旅程排得密

光華康體會，華欣文教基金，

"水"是大地的血液，對 一 個 人

密麻麻，除以上外，再從緬甸

莒光文化服務中心等7個慈善

的命脈，應該要以嚴謹的態度

邊界走到寮國邊界，然後返回

團體愛心捐獻：新建大同中

對待，教導孩子節約、珍惜及

泰北山區， 探訪溫暖之家孤兒

學校大門1座，建淨水設施，

感恩。「一個充滿快樂的人，

院，多間山區學校送上禮物及

鋪校園水泥大道，增建廁所1

才有能力付出愛，才有心力

助學金，出席三千多人參加的

座，修葺校園排水衛生設備等

去欣賞接納別人」大同中學在

泰北329公主盃反毒青年運動

5項硬體建設工程竣工，香港

謙卑、進取和積極的態度下辦

會！ 深刻體會，異域同胞，熱

愛心泰北親善之旅2017團隊19

學，品德教育是我們最重要的

血傲骨，為後代子孫，傳承華

位香港愛心人士出席，3月28

一環，環環相扣，不能輕忽，

文教育所付出的苦心成果！

日主持剪綵揭幕。

我們會更努
力將社會大

這次工程及捐贈合共付出港幣

眾對大同中

超過一百萬元，泰北滿星叠大

學的幫助，

同中學校長張明光憶述過去孩

好好的教育

子們為了求學走在黃沙路上的

孩子，讓孩

畫面不再看見，未來將是走一

子充滿這愛

條充滿愛的「香港愛心大道」。

善發出去，

飽受缺水之苦的大同中學，將

幫助更多需

76

March & April 2017

要幫助的人。

會長
姚瑞添

資訊委員
蔡來順

博愛單車百萬行2017
在李維恩獅兄擔任主席及會長支持鼓勵，本會於2017年3月5日派員
出席博愛單車百萬行企業精英隊，結果為大會籌款名列最高銀獎，
為有需要的受助者奉獻一分的力量，為自己的身體健康加油， 恭喜
A dv ertis eme nt

各位。

撰稿人:蔡來順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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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方 獅Hong子 會Kong Elements

會長
黃嘉俊

資訊委員
黃玉玲

獅子邁步新世紀

一

年一度的“獅子行”於2017年1月14日假市政
局百周年紀念花園舉行，圓方獅子會獅友踴躍

參加，以“獅子行”來慶祝2017年獅子會正
式邁入100周年，繼續推廣和實踐“我們服
務”的宗旨和理念。

“ 人 日 新 春 團 拜 盆 菜 宴 ”- 與 香 港 失 明 人 互 聯 會 合 辦
新春伊始，萬象更新。圓方獅

為來自失明人互聯會的視障人

給視障人士送上新春禮物包，

子會十多位會員在黃嘉俊會

士送上新春的祝福，並與他們

並在熱鬧的聯誼後和視障人士

長和創會Jojo的帶領下，與特

一起玩遊戲，猜燈謎，唱歌，

一起參加盆菜宴，在喜氣洋洋

邀嘉賓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

跳舞，會場氣氛熱烈，大家一

的氣氛下度過了一個好有意義

澳303區第二副總監郭美華獅

起開心地慶祝人日，獅友們還

的下午。

姐，一起參加了2017年
2月3日與香港失明人互
聯 會 合 辦 的“ 人 日 新 春
團 拜 盆 菜 宴 ”， 宴 會 在
觀塘順致街2號順利社
區中心成功舉辦。

獅友們發揮獅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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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油尖旺 獅Hong子 會Kong Yau Tsim Wong

總

會長
顧家彥

資訊委員
鄭錦嬋

監馮妙雲獅姐、第一副總監陳立德獅
兄、第二副總監郭美華獅姐、第五分

區主席瞿偉剛獅兄、第十五分域主席伍忠豪獅
兄、茂文鍾士基金會，分別探訪本會分享經驗
及互相探討獅子會之服務項目。

總監馮妙雲獅姐、及茂文鍾士基金會探訪香港油尖旺獅子會時攝

由會長顧家彥獅兄領導下，分別拜訪下列人
仕，相互探討全港及所屬地區舉行服務之可能
性。分別是:
• 立法會姚思榮議員(由第二副會長張瑞芳獅兄
安排)。
• 油尖旺區議會主席葉傲冬議員。
• 九龍城區議會主席潘國華議員。
拜訪立法會姚思榮議員時攝

• 九龍城區林德成、吳寶強議員。
“送膳關愛行動”

本會已舉辦之活動如下：
• 九龍城地區敬老下午茶敍。
• 送膳關愛行動(每月派發飯盒活動)。
• 探訪獅子之友開辦之多間護老院。
• 探訪醫院兒童病房之住院兒童，慶祝兒童節。
• 獅友聯誼活動，參觀“東方神龍”郵輪(由服務小組主
席譚綺雯小姐安排)。

探訪聖德肋撒醫院兒童病房之住院兒童時攝

其他活動:
• 成功籌組香港油尖旺青年獅子會。
• 參與區會、分區、分域、友會之活動及會議。
• 歡迎新獅友加入香港油尖旺獅子會大家庭；包括: 譚亦斈獅姐、陳基英獅兄、遊逸生獅兄、馬茲仁獅兄。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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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會
九龍灣 獅Kowloon
Bay

獅心童樂日

九

龍灣獅子會的活動是很
多元化的，也是可持

續發展的。本會於2017年2月
26日與「香港遊樂場協會」合
作，在彩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
心舉辦了名為「獅心童樂日」
的活動，主要為16個低收入及
有需要協助的新移民家庭提供
適當的關懷。舉辦活動當日，
榮獲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區總監馮妙雲獅姐、第一

詞，感謝各人的支持及香港遊

員年級太小或未能掌握運球技

副總監陳立德獅兄、第二副總

樂場協會蔡雅麗姑娘借出場

巧，令球在龍門前兩旁滾去，

監郭美華獅姐、第四分區主席

地，令活動能順利進行。最後

有些則驚險重重中而險勝，所

郭錦棠獅兄、第十分域主席葉

是頒發感謝狀給各位嘉賓。

以喝彩聲不絕！姿勢最優美的
是「齊齊運寶貝」的比賽項

志榮獅兄及觀塘民政事務處高
級聯絡主任甘遠清女士等嘉賓

儀式完畢後，是午膳時刻了。

目，參賽者要以雙腿夾著乒乓

蒞臨指導，令這次活動生色不

面對美味可口的食物大家都在

球，用不同的步法把球運到目

少。

選取自己喜愛的，吃得津津有

的地。他們當中有小心翼翼的

味。餐後當日是小朋友期待已

慢慢走去的，又有踏著舞步前

久的歡樂時光 – 玩遊戲了！大

往的，更有邊走邊跌的場面出

家分成三個組別參賽。大會準

現。總之大家都玩得很盡興。

備了 三 個 非 常 有 特 色 的 有 獎 遊
戲 。 第 一 個 是 猜 中 有 獎 的「 歡

孩子是天真的，眼睛是雪亮

樂 卡 」， 另 外 一 個 是 贏 在 起 跑

的，他們會協助大會計，令

線 的 「 滾 球 入 龍 門 」， 最 後 一

人人得以在同樣時間內進行比

個是有嚴密保安的「齊齊運寶

賽。他們又會因有人犯了小規

一眾獅友於當日上午10時30

貝」。進行「歡樂卡」比賽

向大會投訴，這時負責主持活

分抵達會場協助佈置場地，安

時，大家表現十分興奮，當猜

動的獅友便要施展渾身解數向

排座位及展示由嘉賓送贈的豐

中跟著的卡的點數時，立即拍

他們解釋，以化解這些小風

富獎品及禮物，包括文具、玩

掌歡呼。「滾球入龍門」是一

波。這次活動是首次由獅友主

具、糖果、圖書及餅券等。還

項十分緊張的比賽，參賽者以

動作示範表演，雖然在過程中

有最具特色的是為大家預備了

橙作球拍把球推送時，有些組

令大眾捧腹大笑，但卻能令參

豐富的自助午餐。在上午11

賽者明白正確的比賽方法。透

時，家長帶同小朋友魚貫進場

過這次活動，大家深深感受到

時，看到台上眾多不同品種的

團結就是力量，包容導致成功

禮物時，都露出燦爛的笑容。

的道理。大家只要盡了力，不

儀式開始時，先由大會主席簡

用介意你或我、輸或贏，最重

介活動內容，跟著嘉賓致辭勉

要是曾經參與過，並體會到關

勵小朋友努力讀書，珍惜目前

懷別人所帶來的喜樂和滿足，

擁有的一切。然後會長致謝

成為日後津津樂道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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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
陳惠儀

資訊委員
李淑芳

龍獅躍能開心聖誕樂
聖誕節除了是普天同慶的日子
外，更是大家發揮友愛精神的
好時機。九龍灣獅子會在今
年 1 2 月 4 日（ 星 期 日 ）舉 辦 了
2016-2017年度第二個服務活
動 - 龍獅躍能開心聖誕樂，這
真是一個充滿意義、愛心和歡
樂的活動。

是次活動能順利完成，我們很
感謝大會主席張雅菁獅姐的統
籌策劃，各獅友的積極參與，
更感謝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區第四分區主席郭錦棠獅
兄，第十分域主席葉志榮獅兄
和第十二分域主席蔡小平獅
兄於百忙中抽空蒞臨主禮，令

活動生色不少，更難得的是兩
位獅兄給予的服務後感言。令
我們一眾獅友十分感謝兩位獅
兄的鼓勵和支持，日後當再接
再厲，精益求精，發展會務，
實踐獅子會的「四出」服務精
神！

大會主席張雅菁獅姐：
“繼上回在五月份所做的探訪
服務活動以來，非常感謝香港
躍能協會之「黃大仙白普理宿
舍」社工梁姑娘的大力協助，
我們九龍灣獅子會眾獅友們又
再次回到了躍能協會旗下的黃
大仙白普理宿舍之內，跟舍友
們開一個充滿音樂、歌聲及愛
心聖誕派對！
這次活動有幸獲得「以馬內利
教會」的大力支持，特意為我
們編排了適合院友們的聖誕詩

歌短劇，令院友們能夠在聖誕
節將近之時預先享受到開心的
聖誕氣氛。
義務幫我們設計橫幅的鄧迪雯
小姐亦撥空出席活動。鄧小姐
患有小腦萎縮症，但她卻殘而
不廢的為我會做出色彩繽紛、
美麗的橫幅。另外，還有確診有
過度活躍症及自閉症的小帥哥劉
焯傑小朋友為我們獻出小提琴聖
誕音樂雜錦的獨奏。而我們九龍
灣獅子會美麗的第二副會長區鑑

儀獅姐還悉心為我們打扮成聖誕
美人，為活動大大的生色不少。
一個活動的成功代表著一個很
棒的團隊合作精神。很感恩能
夠在獅子會裏，將每個獅友的綿
薄之力，匯聚成一股愛心力量，
用生命去影響生命。真的是很
感動。亦很感謝所有參與活動
的獅友及義工朋友們。有了大
家才能完成是次的服務，期望
不久的將來能做更大型的服
務，幫助更需要幫助的人。”

第十分域主席葉志榮獅兄：
“今天感謝九龍灣獅子會陳會
長的邀請，出席了他們的「龍
獅躍能開心聖誕樂」。

獅友們能與受眾互動，從活動
中把愛及關心送到每位院友心
中。

們玩遊戲及唱歌。因為他們能
在你們身上感受到久違了的愛
及關懷。

看到獅友們為一班痙攣人仕
送上關懷及溫暖，實在使人
感動。是次服務可貴之處是，

雖然陳會長及張主席為院友們
準備了大量實用禮品，但我相
這院友最喜歡的還是你們跟他

最後要感謝四伯，十二叔及淺
水灣會長的出席及支持。令活
動生色不少。”

第十二分域主席蔡小平獅兄：

這批服務對象不是先天痙攣，

跟我們一樣上班上學，是成年
後才病發。一年十二個月，每
365日就是在院舍渡過，除每
天和四十幾位院友相對，就是
留在院舍內對前路的無奈。
今次服務，獅兄獅姐們出心、
出力、出席及關懷，在場院友
歡樂、陶醉及參與、盡興。「天
公有情、人間有愛」最使小弟

感觸，除今次這服務的意 義 ，
院長告訴淘大火災遇難消防隊
長遺孀亦在這院士當護士。
今次亦感謝四伯趕及出席，鼓
勵我們繼續以「我們服務」精
神服務。感謝四伯、十叔、陳
會長及九龍灣獅子會獅兄、獅
姐及以馬內利教會各義工。”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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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幸獲十叔及陳會長邀
請，出席九龍灣獅子會「龍獅
躍 能 開 心 聖 誕 樂 」， 這 活 動 是
服務一班痙攣人仕，使在聖誕
節來臨前先行送上關懷、溫
暖。過程深感佩服及欣賞九龍
灣獅子會獅兄，獅姐及各義工
的親和心的服務。

香港新界西 獅子會
Hong Kong New Territories west

新

會長
李星強

界西獅子會李星強會長承邀屯門區議會
民政事務專員馮雅慧太平紳士及高級聯

絡主任周嘉年先生出席1月13日例會，會長詳
述新界西獅子會於2016年為屯門區中小學生舉
辦不同有意義的活動，如探訪海關訓練學校，
探訪喜靈洲戒毒所，香港航空學會講座，贊助
中小學推行水耕菜種植計劃，贊助屯門區第二
屆傑出小學生嘉許計劃，贊助香港肝壽基金於
屯門中學進行全港肝炎普查大行動，贊助香港
眼科學會於天水圍為200個小學生驗眼，探訪
獨居長者及護理老人中心致送月餅及禮物，屯
門區如有需要獅子會協/合辦，可通知本會。

李星強會長多謝D303區馮妙雲總監，陳立德第一
副總監，郭美華第二副總監，王恭浩區司庫出席2
月13日新春團拜例會，馮妙雲總監瞭解詳述新界
西獅子會於2016年為屯門區中小學生舉辦不同有
意義的活動，馮總監呼籲今年憑著『堅信共融，邁
向高峰的理念』，在和諧共融的氣氛之下組織及團
結獅友，秉承「我們服務」宗旨，服務社會有需要
人士，以響應國際總會長「踏進新紀元，挑戰新高
峰」的口號，為下一個新紀元的獅子會會務再創傳
奇。總監呼籲各獅子會踴躍參加區會活動。

新界西獅子會李星強會長多謝郭志成，譚慧妍，
張少耀，王澤生，張笑河，溫誠龍，戴文軒，朱
家聰，張雅晶， 張顏，王春玲， 李震宇，劉學
強，嚴建邦，曾麗華，黃淑珍，余舜茵，陳希
文，史理生，陳沛堅獅友出席第二次聯合晚餐例
會：向會長，秘書，司庫致敬暨新春團拜，當晚
有劉學強，嚴建邦，曾麗華，黃淑珍，張顏，史
理生獅友參與新會員宣誓入會儀式。

會長多謝支持新界區公益金百萬行 - 烏溪沙至港鐵大學站(2-26星期日)，共有20位參與，陳鑑光副會長多
謝本會支持及贊助，今年共有90幾隊參加，籌得7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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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星嶺 獅子會
Mt Davis Centennial

會長
李寶儀

資訊委員
鄭錦嬋

摩星嶺修橋

善

事從來不局限於老弱

工們知道「建築不止是為行業

扶貧，摩星嶺獅子

服務，同時亦可發揮其社會責

會決定走出社會作出貢獻。摩

任」。

星嶺獅子會李寶儀創會會長，
聯同呂有琪第一副會長，帶

在每個服務中，義工需先訪問

領著一眾獅友、包括張海燕獅

當地居民，了解他們需要，亦

姐、郭慧兒獅姐、廖嘉秀獅姐

要與工程人員合作，領導整個

和伍淑慧獅姐......與及數十名

計劃，除可學習到合作和溝

義工，於2017年2月25及26

通，亦更真實地認識到建築行

日前往摩星嶺山頂實行「落實

業的限制及界線。

建設」，將山頂近四號炮台的
兩個山脊用鋼架建造一條跨越
兩個山咀的橋樑、方便行山人
士於晨運或遊玩時，方便來往
行走於各個軍事遺蹟之間。每
位獅友非常落力、滿臉通紅兼
汗流夾背地釘木板、砌鋼架、
搬石頭，最後修鑼絲完工。這
些計劃不可能在真實的建築行
業內做到，但李寶儀會長期望
透過體驗學習，讓眾獅友及義

2017年3月至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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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摩利臣山 獅Hong子 會Kong Morrison Hill

會長
何家輝

第二次聯合晚餐例會：
向會長、秘書、司庫致敬 暨 新春團拜

感

謝區會各領導為本區

在此，再次感謝母

獅友籌備精彩熱鬧的

會香港城市獅子

新春團拜聯歡晚會。

會、十七分域主席
梁麗琴獅姐，兩位

在創會會長何家輝獅兄的帶領

指導獅兄宋樹鴻及

下，自九月創會至今，本會積

楊應沁及各友會獅

極參與區會及社區服務，直接

友在過去一年為本

服務人數接近1,000人。

會會務方針及發展

新獅友合照_蔡偉鴻獅兄(左三)、蔡燕蘭獅姐(右三)、
張冠華獅兄(右二)

出謀劃策，令本會的會務及會
籍得到健康周全發展，新春晚
宴當日更有三位新獅友，蔡偉
鴻獅兄、 蔡燕蘭獅姐、 張冠華
獅兄，在眾區會獅友祝賀下加
入本會，在此祝賀三位獅路亨
與第十七分域主席梁麗琴獅姐合照

與母會香港城市獅子會眾獅兄合照

通，獅誼永固。

全港血糖大普查服務計劃啟動禮
現代都市人生活緊張，經常

獅兄帶領，幸蒙食物及衞生局

個好開始，當日為約500名市

忽略飲食平衡，未能在日常

局長 高永文醫生出席主禮，並

民提供血糖，尿酸及其他健康

飲食中攝取足夠身體所需的營

有幸與 ICARE˙ICHECK及

指數檢測(包括抗氧化指數及膽

養。於慶節日子時更經常暴飲

其他社會人士合作，將於全香

固醇指數)及安排專業醫護人員

暴食，容易過量攝取糖份和膽

港18區進行血糖大普查服務計

免費提供健康資訊。

固醇。長期未能在日常飲食中

劃，本會第一

攝取足夠身體所需的營養或攝

次檢測服務將

取過量糖份和膽固醇容易導致

於2017年1月

身體處於亞健康狀態，並容易

8日(星期日)

引致身體機能老化及不同的病

在灣仔利東街

痛，包括糖尿病，痛風，心臟

進行，為我們

血管症狀和其他相關疾病。

在全香港18
區進行檢測服

是次服務由第二副會長方貫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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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目標作一
全港血糖大普查服務計劃啟動禮

